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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創業盛事多精彩
第五屆 TEEC 杯 UCAHP 北美創業大賽決賽紀實
【 本 報 特 稿 】2015 年 1 月 10 日， 第 五 屆 TEEC
（Tsinghua Entrepreneur & Executive Club） 杯 UCAHP
（US-China Association of High-level Professionals）北美
創業大賽決賽在美國硅谷聖克拉拉正式開始。20 個創
業團隊經過兩輪角逐，從 50 個決賽團隊中最終脫穎而
出，通過“中國好聲音”和“非誠勿擾”模式，與眾多
資深投資人評委為大家帶來一場年度創業盛宴，啟動科
技與資金的無縫對接。
UCAHP 北美創業大賽是海外華人最高層次創業大
賽，是技術、人才、市場、資本對接的峰會。本屆大賽
由美中高層人才交流協會、清華企業家協會、北大企業
傢俱樂部以及硅谷中國天使會主辦，並與蘇州、南京、
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青島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張江
高科技園區、中關村園區、上海嘉定、濰坊硅谷高科技
孵化器、太原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華夏幸福基業
等共同主辦。本次大賽由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副總領
事畢剛致辭，還邀請到 David Karandish（30 歲的 10 億
美金公司 Answers.com 創始人）、達泰資本創始人和管
理合夥人，清華企業家協會 TEEC 主席李泉生、阿里巴
巴高級總監普渡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司羅博士等做
現場演講。
在前四屆大賽的強大影響力下，本界大賽不斷刷新歷
屆大賽紀錄：
1. 最多園區——吸引了蘇州市、南京市、杭州經濟技
術開發區、青島高新技術開發區、張江高科技園區、中
關村園區、上海嘉定區、濰坊市 / 濰坊硅谷高科技孵化
器、華夏幸福、太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共十個園區支
持及共同主辦；
2. 最大規模——近 3000 觀眾 , 300 投資人，包括眾

多來自清華企業家協會，北大企業傢俱樂部的投資精英
以及 100 位志願者；
3. 最潮公司華人高管論壇——首次潮流公司的華人
高管論壇，展望創業前沿，激勵職業發展，樹立職業發
展楷模；
4. 首次 50 進 20 角逐——大賽前一天從進入決賽的
50 名中參賽團隊中閉門選出 20 名進行最後的角逐；
5. 首次推出“敦煌網跨境電商大賽”和同場進行的
“南京 321 計劃創業大賽美西分賽”。
作為 UCAHP 北美創業大賽的重頭戲，本次大賽啟動
“北美好項目”第三期，10 個精選創業團隊和創業導
師終極 PK，針對創業項目細節進行一對一對話。導師
團隊有賈石璉、李泉生、李湘、潘建岳、薛軍、余軍、
雲維杰、武平、張震、周巍、金曦等。
大賽當天，先有 20 強決出前 10 名，兩輪 PK 下來
最後由零輻射無線充電團隊捧走特等獎，微傳感結
構安全監測和智能圖形識別圖形設計雲平台兩個團
隊 共 獲 一 等 獎， 另 有 二 等 獎 3 個 分 別 是 Paperless in
Reimbursement, Microfluidics Technology for Single Cell
Sorting and Dispensing 和背觸控技術。大賽還邀請到前
幾屆特等獎得主現身說法，講述了自己創業成長過程中
的經驗和教訓。
大賽設立了高中生創業獎，去年得主、哈佛大學一年
級學生陳舒揚今年攜快速檢測疾病的技術參賽。這位
18 歲青少年在高中期間先後奪得了西門子科技大賽個
人最高獎以及谷歌科技博覽會大獎。
此外，本次創業盛宴首次推出“敦煌網跨境電商大
賽”，獲獎團隊獲得 5000 美元獎金、頂尖投資人的點
評指導、互動和投資，有機會與跨境電子商務平台敦煌
網高層交流合作，及敦煌網所提供的跨境電商後台、技
術合作和物流服務支持等。同場進行的“南京 321 計
劃創業大賽美西分賽”也展開激烈角逐，參賽選手 6 分
鐘陳述，評委 3 分鐘問答，優勝選手獲得每名 1 萬元
人民幣的獎勵。
自 2010 年底首屆大賽成功舉辦至今，UCAHP 北美創
業大賽已歷經 5 年時間，培養、發掘無數優秀項目，前
四屆大賽成果豐碩，共 1500 多項目參賽，7000 名高
層次人才參會，已有 200 項目在蘇州、南京、張江、
楊浦、杭州、中關村、天津等地落戶。
據悉，上屆 UCAHP 北美創業大賽決賽成功舉辦之後，
特等獎得主劉楊博士團隊很快獲得投資、免審落戶園

區，獲得資助。另外兩個獲獎團隊，也經由大賽的直接
落戶獎，獲得蘇州的免審落戶待遇，獲得資金資助、免
費廠房、住所的人才政策支持，其中一個團隊免費獲得
1200 米廠房。創業盛事更多精彩等你來！
撰稿：Evelyn@UCAHP
附錄：決賽 20 強名單
1. Cash Management Solution
2. Cmos Soi Smartphone Rf Frontend
3. Idx: A Handheld Device For Rapid Disease
Diagnosis
4. Microfluidics Technology For Single Cell Sorting
And Dispensing
5. Smart Device/App/Call Center System Connecting
Elder/Family
6. Smart Hud System
7. Tableau For Unstructured Data

8. Wall Of Power
9. Wearable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10. 集鎮痛、血管顯影及止血功能的趣味注射膠貼
11. 說說日曆 - 能聽懂說話的日曆
12. 土壤重金屬污染的微生物修復
13. 微傳感結構安全監測
14. 智能圖形識別圖形設計雲平台
15. 0 輻射無線充電
16. 滑雪睛靈
17. Save On Purchases By Stacking All Kinds Of
Rewards.
18. 背觸控技術
19. Smarking-Real Time Predictive Parking System
With Data Analytics
20. Paperless In Reimbur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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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放異彩的“0”輻射充電技術
第五屆北美高層次人才創業大賽特等獎特寫
【本報記者夏彥硅谷報導】矽展
科技——無輻射充電技術的創新團
隊，剛剛在 2015 年 CES 國際消費電
子展上榮獲“創新獎”，馬上又在
第五屆 北美高層次人才創業大賽
中勇奪特等獎（最高獎）。真是殊
榮並致，蓬蓽生輝。矽展科技 多年
的努力在 2015 年終於大放異彩了。
什麼是“0”輻射充電技術，為什
麼它能在國際消費電子展上與北美
創新大賽上同時發威？ 此項技術的
主要發明人荊濤博士介紹說：“0”
輻射充電也叫 iNPOFi 智能無輻射充
電，它摒棄了傳統無線充電技術所
運用的技術原理，創新性地運用脈
衝式電場無線充電技術，從技術原
理層面避免了電與磁之間的轉換，
因而克服了傳統無線充電產生的電
磁輻射，發熱等問題避免了不必要
的能量消耗，最大限度地節約了電
能，大大提高了電能傳輸效率，使
得利用這項技術製造的充電設備：
無輻射，芯片體積小，兼容性強。這
些獨特的優勢使用戶在為電子終端
設備充電時更加便捷，更加高效，
更加安全。同時也對電子終端設備
的電池起到了最大的保護作用，延
長了其壽命。
因為其充電技術的高效、健康、安
全、經濟、可行等特點，iNPOFi 智
能無輻射充電技術隨著它的誕生就
有著廣闊的應用前景，倍受投資人
青睞。在 2013 年 CES 國際消費電子
展上它獲“零售商熱門產品獎”，
2014 年 CES 國際消費電子展獲“設
計與工程最佳創新獎”。它的 無輻
射，高效電轉換率，超低熱效應，超
小體積芯片，可智能管理等優點，
既能提高充電效率，增加安全性，
又能超微化設計集成在各種小而精

no wires, and amazing rapid charging
speed. Unbelievable transparency and
EZ ‘Drop & Charge’ are great
addition to smart home. ”
（中文大意：神奇地將無線充電
設備嵌入進透明的玻璃桌中，並且
無輻射、無發熱、無電線，還可以
驚人的速度進行充電，令人難以置
信。擁有這樣的透明度和無輻射充
電的產品將成為一項傑出的智能家
居設計。）
除此之外，iNPOFi 智能無輻射充
電技術也由於無輻射和其超高的電
轉化率的特點，未來還可以投入到
更多更廣泛地對輻射指標要求高，
安全係數要求高的環境中，如孕婦
的使用，孩子的穿戴等等，也能為耗

的電子設備中，為可穿戴設備和智
能家居未來的完美充電提供了極好
的解決方案，所以大受業內好評。
可穿戴設備和智能家居近幾年備
受人們的關注。隨著科技的發展，
可穿戴設備的形式愈發多樣化，從
外形到功能，無不為了滿足消費者
求新求奇的需求推陳出新，花樣百
出。這就意味著可穿戴設備廠商不
僅要解決可穿戴設備續航能力差，
充電方式繁瑣的問題，還要兼顧其
外形小巧精美的市場需求，無輻射，
健康安全的質量要求，可智能管理
的未來要求。如此一來，只有擁有
此全部功能的 iNPOFi 技術能解決這
些難題，滿足全部要求。
現在，iNPOFi 智能無輻射充電團

濰坊硅谷高科技孵化器
樂為創業愛好者們搭橋
【本報記者尚諝揚硅谷報導】1
月 10 日，TEEC 杯第五屆“贏在 21
世紀”UCAHP 北美高層次人才創業
大賽在聖塔克拉拉會展中心如火如
荼地進行中。本次大賽由美中高層
次人才交流協會、清華企業家協會、
北大企業傢俱樂部與硅谷中國天使
會聯合主辦，現場近 3000 人出席
了這個北美地區最大規模的創業活
動。
本次大賽吸引了 500 多個創業團
隊前來報名參賽，在歷經 4 個月的
激烈角逐中，50 個創業項目從中脫
穎而出。而進入決賽的前 10 個創
業項目，將當場與天使投資人“牽
手”，簽訂投資協議。本次大賽的特
等獎由零輻射無線充電團隊奪得，
智能圖形識別圖形設計雲平台團隊
與微傳感結構安全監測團隊共同獲
一等獎。
濰坊硅谷高科技孵化器（以下簡
稱濰坊孵化器）作為共同主辦單
位，同樣為創業愛好者們搭建起資
源整合的橋樑。在本次創業大賽的
濰坊專場中，濰坊市外事與僑務辦
主任王浩（上圖）簡明扼要地向眾
多參賽選手介紹了濰坊市的相關信
息以及濰坊市市政府對國外項目回
國落地的相
關政策與支
持，並對濰坊
孵化器在舊
金山灣區的
工作發表講
話。
王浩主任
指出，濰坊孵
化器充分利
用美國硅谷

的人才、技術和信息優勢，為建立國
際孵化服務平台，促進中美科技交
流與合作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
濰坊高新區國際合作辦公室主任潘
好泉向參賽選手帶來了濰坊高新區
構建體系及發展狀況。
濰坊孵化器總經理謝琦隨後向大
家介紹了目前正處在孵化階段的硅
谷實驗室 Harrens Lab，以及中華商
報舊金山分社的運營情況。
最後，孵化器 CEO 劉金波先生總
結道：“我們將為具有“創意或技術
構想”的研究人員或企業家創造實
現理想的環境，為他們提供資金、
法律、市場開發等支持條件，來培
育新興的高科技企業”。
中華商報社長蘇子涵先生親臨現
場，向大家介紹了中華商報的發展
歷史及舊金山分社的創立宗旨。他
強調，中華商報北加版將立足於硅
谷，搭建中美創業、創投者之間的
橋樑。
夢想成就偉大，創業成就未來，
UCAHP 北美高層次人才創業大賽為
海外華人和留學生創業者提供了良
好的創業平台與環境，讓更多擁有
創業夢想的人在成功的道路上走的
更遠。

隊已經成功將 iNPOFi 智能芯片植入
智能手錶、智能眼鏡、電動獨輪車、
筆記本電腦等電子設備中，只要將
這些電子設備放在 iNPOFi 充電板上
即可充電，而且速度與有線充電相
差無幾，所以應用前景廣闊毋庸置
疑。iNPOFi 智能無輻射無線充電玻
璃桌也獲 2015 年 CES 國際消費電
子展“創新獎”，雖然這個玻璃桌
精緻的外形並不會讓你看出任何機

電量大的電子設備提供快速充電。
這麼優秀的技術，這麼優秀的產
品，不獲獎說不過去吧。所以祝賀
矽展科技，祝賀荊濤博士！

關，但只要將帶有 iNPOFi 智能無輻
射無線充電接收端裝備的手機放置
其上，手機即可隨時進行充電，十
分神奇。
CES 國 際 消 費 電 子 展 組 委 會 給
了 iNPOFi 智能無輻射無線充電如
下 的 高 度 評 價：“Magically turn
a transparent FRP glass table into a
wireless charger to charge portable
devices with no radiation, no heat,

智能遊戲牙刷 Grush：兒童刷牙的“魔法棒”

【本報訊】1 月 6 日，在第 48 屆國
際消費電子展（CES）上，Grush, Inc
隆重發布了兒童遊戲牙刷 Grush，受
到廣大消費者，科技媒體，牙醫，
遊戲開發者的好評，被譽為本屆 CES
全球十大熱門創新產品之一。Grush
以增進兒童口腔健康為宗旨，打造
一款使萬千兒童形成良好刷牙習慣
的高品質牙刷。一經面市，Grush 牙
刷便不負眾望，獲得各大經銷商和
消費者的青睞。北美著名牙醫 Dr.
Marc Bennet，評道：終於有人把牙
刷帶進了 21 世紀。
Grush 牙刷到底具有什麼樣的神
奇魔力，能夠使孩子們喜歡上牙刷，
讓曾經因孩子不愛刷牙而苦惱的父
母們展現笑顏的呢？ 原來 Grush 牙
刷不但是一款高端牙刷，還是一個
遊戲魔法棒，配合為孩子們專門設
計的手機遊戲，能夠讓他們在乏味
的刷牙過程中獲得打遊戲的樂趣。
孩子們在刷牙的時候可以玩一系列
的遊戲，從與隱藏在牙齒當中的怪
物作鬥爭，到駕駛飛機，或者是照

看虛擬的寵物。這些遊戲分別對不
同的年齡段和性別做出了設計。於
不知不覺間，孩子們愛上了刷牙，
大大利於孩子們形成良好的刷牙習
慣。
Grush 牙刷這麼神奇，它又是怎麼
做到這一切的呢？ 通過王勇競博士
的介紹，我們得知了 Grush 牙刷名
字的由來和它的技術路線圖。
Grush 是 遊 戲 - 牙 刷（GamingToothbrush）的縮寫。而 Grush 主要
包括 Grush 牙刷，Grush 手機遊戲，
Grush 云三大模塊。它的技術特點是
這樣的：
Grush 牙刷是一個可以兼容動作
感應遊戲控制器的高質量牙刷，感
應器探測刷牙的每一個運動，比如
打擊，強度，旋轉和手勢，並把這
些信息無線傳輸到手機上的 Grush
遊戲裡，手機用一個通用的防水手
機固定器安裝在浴室的鏡子上。
Grush 遊戲是有趣的交互式手機
遊戲，這些遊戲可以在 Andorid 和
IOS 系統的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設

備上運行。這些有趣的遊戲為孩子
們刷牙的整個過程做出引導，確保
以完美的精確度、持續度和朝向牙
齦線的角度作用於口中的每個角
落。
Grush 雲服務器存儲刷牙的信息，
並通過家長手中的應用程序來服務
於家長們，以便於家長們能夠監督
孩子們的刷牙情況並相應的給出獎
勵。
Grush 支持 Android 和 iOS 兩種系
統 . 你能夠從 Grush 網站、蘋果應
用程序店和 Google 播放器中下載遊
戲，王勇競博士補充道。
王勇競博士是公司創始人和職業
發明家，中國科學院納米技術與仿
生研究所兼職教授，常年在中美兩
國之間往返工作。曾任職於 PHILIPS
北美研發中心。是兩個孩子（Charles
and David）的父親，大兒子 Charles
5 歲時乳牙的損壞，讓他突然意識
到，用現代技術提高兒童口腔健康

刻不容緩，於是 Grush 遊戲牙刷應運
而生。
孟子道“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王勇競博士不僅具有作為父親的責
任感，更具有作為企業家的社會責
任感。“Grush 通過交互式的可視化
體驗，為孩子們把刷牙這件事變成
了一個有趣的遊戲。我們做到了。”
王勇競博士微笑著說。
Grush 廣受歡迎。曾一舉拿下 IBM
全球創業大賽硅谷賽區冠軍和北美
華 人 創 業 大 賽 一 等 獎。 在 眾 籌 網
Indiegogo 成功預售。紐約時報，NBC
TodayShow, Wired, Yahoo, 等媒體都
對 Grush 進行了獨家報導：
目前，第一代 Grush 市場定價是
59 美元，如果您打算為自家小朋友
入手一把 Grush 牙刷，可以點擊以下
鏈接訂購： www.Grushgamer.com
左 上 圖 為： 在 2015 CES 上，
Dr. Yong-Jing Wang 給小朋友介紹
Grush

青年力量引領創新未來
【本報訊】 第五屆“贏在 21 世
紀 ”UCAHP 北 美 高 層 次 人 才 創 業
大 賽 於 1 月 10 日 在 硅 谷 的 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 圓滿落下了
帷幕。這次創業大賽不僅讓一批有
創業雄心的創業者脫穎而出，而且
給青少年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學習觀
摩機會。這次參賽中年齡最小的團
隊是來自北灣的一組高中生隊。他
們 是 Livermore 市 Granada 高 中 九
年級的學生 Erika Yang (14 歲 ) 和
San Ramon 市 Dougherty Valley 高 中
的 學 生 Edwin Mui (14 歲 )。 他 們
帶去的參賽項目“未來全新電子智
能保健鞋”獲得大會頒發的 Young
Entrepreneur Award 二等獎。
說起他們的參賽項目，他們還與
大家分享了一段小小的創新歷程。
雖然 Erika 和 Edwin 不在同一個高
中讀書，但他倆都有一個共同的體
育愛好，就是游泳，他們都是 Yeararound 游泳運動員。儘管他們每天
在不同的游泳隊訓練，但他們經常

週末相遇在游泳賽場。賽餘時間，
他們最喜歡談論的話題之一就是運
動與健康方面的事。他們覺得市面
上的健康手環戴在手上是個額外負
擔，有些人不習慣戴手上，容易遺
失，而且增加額外開支。他們想如
果能把它嵌放在人們日常穿的鞋子
裡，這樣既能夠節約成本，又能夠
穿戴方便。基於這個初步想法，他
們花了大量的課餘時間去進一步琢
磨和調研如何去實現這一想法。
有趣的是 Face time 是他們的主要
的交流工具。在探討中，他們進一
步聯想到在人體的腳板存在著許多
與人體器官相通的穴位。於是，他
們提出了通過利用微傳感器對穴位
點的信號採集，處理和分析來勾畫
出一幅人體健康狀態的直觀圖。相
關的計算統計分析是在醫學專家指
導下由大數據庫統計和分析並給出
結論，由 APPS 在 Smart phone 等中
操作實現。所以他們決定並設計出
一款配有微電子傳感器的全新智能

保健鞋，以實現上述功能。並可採
用最新的三維打印技術，生產出個
體化的智能鞋。與此同時，他們還
為該產品擬制出了一套相應的商業
計劃書，並提交大會。在參賽的過
程中，他們的這一項目得到了大賽

的評委和參賽者的一致好評。會議
期間，他們也有幸與眾多的參賽嘉
賓，導師和一些企業家進行了面對
面的交流，相互學習，相互啟發，
感到收穫頗多，學到了很多在課堂
上學不到的寶貴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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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反恐形勢嚴峻複雜
新年伊始，反恐警鐘就在歐美各
國敲響，法國《查理周刊》巴黎總
部 1 月 7 日遭襲，此後 72 小時
內法國境內又發生數起襲擊事件，
共造成 17 人遇難。
1 月 14 日，位於也門境內的
“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發表
聲明，宣稱製造了法國境內的恐怖
襲擊事件。同一天，法國總統奧朗
德宣布向中東增派航母，他在戴高
樂號核動力航母上發表講話時稱，
中東局勢是戴高樂號航母出動的
緣由，法國必須用最佳手段支持打
擊“聖戰”分子的一線行動，戴高
樂號航母將加強對伊拉克境內伊
斯蘭國武裝的軍事打擊。
這是法國本土 40 年來遭遇的
死亡人數最多的恐怖襲擊，更引
起了世界性的恐慌。襲擊者有“聖

戰”經歷，曾因此判刑，但他們操
著流利的法語，有法國國籍。效力
於極端組織，這種公民身份之獲
取，說明恐暴的滲透已經非常嚴
重。極端勢力正在全球範圍變得日
益猖獗，伊拉克和敘利亞亂局已經
在中東和中東之外的地區產生了
嚴重後果。
採用極端的恐怖襲擊的手段、以
殘忍剝奪他人生命的方式來報復
自認為受到的侮辱，這種做法是不
可原諒的。無論這家媒體曾經以何
種方式侮辱或嘲笑了復仇者的尊
嚴，但是，無論是種族矛盾，還是
對新聞自由的質疑，都不能成為恐
怖分子奪取他人生命的理由。世界
主要宗教中，沒有任何一種會鼓勵
或贊成信徒以隨意剝奪他人生命
的暴戾方式對待各種“冒犯”。血

案發生後，伊斯蘭世界和歐洲穆斯
林領袖紛紛發聲，一致強烈譴責襲
擊事件的製造者，即是明證。文明
的共處需要包容，而不應該因為一
時的歧見或誤解就走向極端一一
或自我隔絕，或試圖將自己的價值
觀、生活方式強加於人。發動恐怖
襲擊，其實質就是企圖將自己的信
仰、準繩凌駕於他人和社會之上，
強迫他人認同、接受，否則就由自
己代為執行。這種極端、蠻橫和單
邊主義的邏輯，本身就是對“信
仰”最大的傷害。任何建立在踐踏
他人生命基礎上的所謂“信仰”，
都是對信仰的褻瀆。
實際上，在法國，恐怖襲擊並不
是一個新鮮話題。二戰後，圍繞阿
爾及利亞獨立引發的針對法國的
恐怖行動已屢見不鮮，20 世紀 90

年代的法國鐵路爆炸案和幾年前
的巴黎郊區騷亂，都曾對法國社會
穩定和發展產生負面影響。2012
年以來，法國積極介入所謂的“阿
拉伯之春”運動，主導了推翻卡扎
菲政權的利比亞戰爭，並為其他受
阿拉伯之春運動影響的國家的反
對派提供各種幫助。而如今，利比
亞、埃及動盪不安，敘利亞也陷入
僵局。法國推動的所謂民主運動並
沒有給阿拉伯世界帶來實惠，卻在
很多阿拉伯國家培養了不少反法
極端分子，在原教旨主義思想蠱惑
下，法國的“聖戰分子”數量急劇
增加。據法國政府統計，有超過千
餘名法國人參與了“伊斯蘭國”的
所謂“聖戰”，其中相當一部分人
已經返回法國。這些人經過“戰火
洗禮”，是原教旨主義的中堅力

量，而參與 7 日恐怖襲擊的恐怖
分子就是回流的“聖戰”分子，他
們的襲擊目的性非常強。
巴黎恐怖襲擊事件，不僅體現出
基地組織發動恐怖襲擊的能力已
經延伸到歐洲本土，而且也暴露出
通過其“軟實力”培養的“本土”
恐怖分子已經具備在 歐洲發動恐
怖襲擊的能力。
近年來基地組織通過國際互聯
網、非法移民、反動視頻等方式，
逐步加強對西方社會的滲透，特別
注重在歐美國家的穆斯林族裔中
傳播極端思想，培養了一批忠於基
地組織的“信徒”或者崇尚暴力極
端主義的“准信徒”，這些人成為
威脅西方社會穩定的“不定時炸
彈”。
一些歐美國家政府總是試圖借

反恐向其他國家植入自己的價值
觀念，而對其他文明又缺乏公正，
這給恐怖主義鼓動反西方情緒、發
動恐怖襲擊提供了一個有利理由。
國際恐怖主義最擅長的就是利用
已有矛盾，藉機傳播、鼓動極端思
想，誘導被西方主流社會邊緣化的
少數族裔將攻擊西方國家作為改
變自身處境的手段。因此關於如何
對待文化和宗教的底線，以及由此
引發的暴力衝突乃至恐怖主義事
件，媒體、學界、政府應該深切反
思。
歐美國家只有讓本國少數族裔
更好地融入主流社會，進一步推動
多元文化的和睦相處與彼此寬容，
真正化解恐怖主義可能利用的矛
盾，才能縮小恐怖主義的活動空
間。

國際恐怖主義威脅
似有繼續升級趨勢
【本報綜合報導】據法新社 1 月
16 日消息，當地警方表示，巴黎市
西北郊工業區科隆布一家郵局發生
人質劫持事件。一名持槍男子躲進
該郵局，並挾持了兩名人質。據悉，
警方已封鎖了該地區，目擊者稱一
架直升機從上空飛過。
1 月 11 日，法國民眾在巴黎集會
參加反恐大遊行，聲討恐怖主義的
暴行，並追思遇害者。法國總統奧
朗德、德國總理默克爾、英國首相
卡梅倫、意大利總理倫齊、巴勒斯
坦領導人阿巴斯、俄羅斯外長拉夫
羅夫等來自約 40 個國家的政要參
加了此次遊行。
奧朗德 13 日發表講話，稱法國
“永遠不會屈服”，將直面恐怖主
義的威脅。
14 日，“基地”也門分支通過在
網上發布錄像宣布對襲擊《查理周
刊》負責。“我們，阿拉伯半島的 '
基地 ' 組織，作為真主的信使進行了
這次復仇行動。”該組織 2009 年
由也門和沙特的“基地”分支聯合
組成。錄像稱“英雄們是經過挑選
的，而且他們完成了使命”。

法國遭到大規模網絡攻擊 多家
媒體網站癱瘓
法國近日遭到密集的網絡攻擊，
當地時間 1 月 16 日上午，法國多
家媒體的官方網站同時癱瘓，尚不
清楚確切原因。癱瘓的網站包括快
訊周刊 (L ' Express) 、巴黎人報 (Le
Parisien) 、 20 分鐘報 (20 Minutes)
、法國 France Inter 電台、網絡媒體
Mediapart 等。
法新社指出，這些網站共享一家
網絡寄存服務商 Oxalide。據《費加
羅報》報導 (Le Figaro) ，媒體業界
表示這是一件觸及網絡核心的“事
故”，還不知道問題來源，但已著
手調查並試圖克服。
報導稱，過去數日，法國有超過
1.9 萬多個網站被攻擊，多數由支持
伊斯蘭極端思想的黑客發動。上週
的恐怖襲擊激化了虛擬空間的網絡
對立，法國國防部負責網絡安全的
官員表示，這波攻擊規模是前所未
有的。
據報導，法國國防部本身的網站
也遭 10 多次攻擊，其中兩次成功，
網頁癱瘓。多數黑客瞄準地方組織

或小型企業，可能是因為比較容易 辛格中將 15 日稱，有消息顯示，
攻擊，與查理周刊不一定有直接聯 恐怖分子可能趁著美國總統奧巴馬
訪問印度和印度國慶日期間，對學
繫。
FBI 逮捕一名試圖襲擊華盛頓的 校、軍營、國道和平民居住區實施
恐怖襲擊。
男子
辛格中將稱，大約有 200 名武裝
美國聯邦調查局週三拘捕俄亥俄
州一名 20 歲青年，指他涉嫌受激 分子試圖滲入印度。他補充道，正
進伊斯蘭組織“伊斯蘭國”（又稱 如陸軍參謀長蘇哈格 (Dalbir Singh
ISIS）的感染，圖謀在國會山莊附近 Suhag) 上將說過，恐怖分子在巴基
部署一組信管炸彈，擬趁爆炸造成 斯坦控制的克什米爾地區的基礎設
傷亡、引起驚恐混亂時，再開槍掃 施毫髮無損。辛格中將強調，印度
在反滲透方面的態度是堅定的，任
射慌忙逃跑的人。
聯邦調查局（FBI）辛辛那提聯合 何滲入印度的行為一經發現，政府
反恐特遣部隊週三早上行動，在青 將採取武力措施解決。
印度陸軍總參謀長蘇哈格上將在
年康奈爾（Christopher Lee Cornell）
購入兩支 M15 步槍和 600 發子彈 印度建軍節 (1 月 15 日 ) 前兩天
後踏出槍械店時將其拘捕，隨後控 的首次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恐怖分
告他圖謀殺害政府官員、藏有槍械 子跨越邊境的基礎設施建設活動毫
髮無損。儘管巴基斯坦自己也有人
擬作暴力罪行，不准他保釋。
法庭文件顯示，克里斯托弗‧康 員傷亡，但是巴基斯坦軍隊仍然繼
奈爾（Christopher Cornell）被控試圖 續支持克什米爾地區的“代理人戰
爭”。
殺害一名美國政府官員。
美英首腦誓言堅決遏制極端主義
康奈爾數月前曾在社交網站“推
特”上發表支持極端組織“伊斯蘭 者
美國總統奧巴馬和英國首相卡梅
國”（IS）的言論，從而引起美國
倫說，他們不會容許恐怖分子壓制
聯邦調查局的注意。
聯邦調查局辛辛那堤特工負責人 言論自由。
這兩位領導人在倫敦時報上聯名
約翰‧巴里奧斯（John Barrios）表
示，在該案調查期間，公眾並未面 發表文章，保證“擊敗這些野蠻的
屠殺者及其扭曲的意識形態”。奧
臨任何危險。
現年 20 歲的康奈爾本週三在購 巴馬和卡梅倫說，這個世界不會被
買軍火後被當局逮捕。康奈爾一直 極端分子嚇倒，無論他們是單獨的
狂熱分子，還是基地組織、伊斯蘭
受到便衣特工的監視和跟踪。
美 國 聯 邦 調 查 局 的 線 人 說， 康 國或博科聖地之類的組織。在這篇
奈 爾 被 指 在 推 特 上 以“ 拉 希 爾‧ 文章發表的一周前，法國諷刺刊物
馬赫斯‧奧貝迪”（Raheel Mahrus 《查理周刊》遭到致命的恐怖襲擊。
星期四，奧巴馬將在白宮與卡梅
Ubaydah）的假名開設了推特帳號，
並在去年 8 月引起聯邦調查局的注 倫共進工作晚餐。星期五，兩位領
導人繼續舉行會談。
意。
在文章中，奧巴馬和卡梅倫還誓
恐怖分子或於奧巴馬訪印期間發
言對俄羅斯就其在烏克蘭的行動繼
動襲擊
據《印度時報》網站 1 月 15 日 續施壓外交壓力。
報導，第 16 大隊的總指揮官 KH ·

桃李春風一杯酒 江湖夜雨七年燈
——《中華商報》創刊 7 週年寄語感懷
2008 年 1 月 發 軔 於 南 加 州 的
《中華商報》已走過了整整 7 個年
頭。作為由新一代華人移民在北美
創辦的一份獨立的中文商業報紙，
《中華商報》從創刊至今，一直專
注於報導商業資訊和財富故事；引
領華人把握時代脈搏，洞悉經貿大
勢；溝通中美市場，提昇華商實力。
7 年來，《中華商報》和讀者一起
見證了美國經濟衰退與復甦的曲折
過程，目睹了中美經貿關係在金融
危機後的調整和重塑，也記錄了眾
多華商在美創業發展的艱辛足跡。
無論外部經濟環境如何低迷，我們
從未氣餒，和合作夥伴一起同甘共
苦，頑強拼搏，終於堅持到了暴風
雨後的彩虹。
7 年來，《中華商報》走過了一
段不平凡的歷程，凝聚了全體採編

人員的心血和汗水。我們始終懷著
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對新聞理想的
執著追求， 秉持“精準、前瞻、迅
捷”的辦報理念， 以敏銳和前瞻的
思維，總覽世界經濟風雲， 為 華
人企業 提供實用的市場資訊、商業
模式、成敗案例以及服務資源。我
們收穫的是讀者的認可和客戶的青
睞，對此我們由衷地感激。
7 年來，《中華商報》為美西華
人社區財經知識的普及和傳播、商
務信息的交流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特別是在地產資訊傳播領域形成了
“三報兩刊”的協同作戰優勢，如
今正在將資訊傳播的觸角延伸到北
加州和紐約。北加州版已經在上周
成功發行，將在促進美中科技交流
和招商引資方面發揮不可替代的橋
樑作用，紐約版也已經在緊鑼密鼓

的籌備之中，基於移動互聯網的傳
播技術也將得到有效利用，華爾街
的金融信息流將以更快的速度進入
華文世界。
7 年來，《中華商報》及其旗下
媒體在美國各大主流商展與中國各
地專業展會紮根運營，以獨特的合
作模式拓展了自身與客戶的發展空
間。而在每年 3 月召開的中國全國
“兩會”、 4 月召開的亞洲博鰲論
壇和各類大型研討會，《中華商報》
也成為大陸政要、商界名流、知識
階層了解中美經濟文化交流的一扇
窗口，成為中國企業家開拓北美市
場的一個重要利器，我們倍感榮幸
和自豪！
2015 年可能是世界經濟大震蕩
的一年，主要影響因素包括美聯儲
加息、美元升值、俄羅斯經濟動盪、

歐洲和日本經濟復甦緩慢、新興經
濟體結構調整等，但是美國經濟有
望繼續強勁復甦，而中國經濟的結
構性調整將初見成效。特別是在中
國企業 “走出去”的政策激勵下，
以及美國實施對華新簽證措施的背
景下，中國資本投資美國的潮流勢
不可擋，未來美中兩國的經貿合作
將更加深入。《中華商報》將繼續
順應時代大趨勢，不遺餘力地促進
推動美中經貿交流與合作，並在此
過程中將自身與合作夥伴的事業發
展推向新的高度。
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 7 年
燈。7 年風雨兼程，我們的心血和
汗水已釀成美酒。美酒壯行，我們
又將上路，奮勇前行。
《中華商報》編輯部

化解大陸出租車罷運難題
須打破壟斷固化利益鏈條
【本報記者海聞述評】近期，國
內一些大中城市的出現了大面積的
出租車罷運現象。罷運原因之一是
對於打車軟件對其造成營運衝擊的
抵制，也有原因是出租車司機表達
對高額“份子錢”的不滿。罷運 ,
造成司機損失、公眾打車難、互聯
網打車陷入“黑車風波”的多輸局
面，令人痛惜。但筆者認為，從表
面上看，是移動互聯網的打車軟件
衝擊了正常的出租車營運，而更深
層次的原因在於中國出租車長期的
壟斷經營形成的既得利益利益鏈條
固化，唯有打破這個壟斷格局，才
不會再有這種司機罷運，百姓出行
不便、扼殺行業創新的不利局面。
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出租車營運
模式從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成型。我
國多地出租車一直是在政府控制下
的壟斷經營。就是一個城市出租車
經營權必須由當地交管部門發放。
簡言之，即數量控制，價格管制，
特許經營，政府人為的實施行政壟
斷，每個城市投放多少車輛，起步
價多少，全部由政府說了算，而不是
由市場決定。出租運營公司通過招
標來購買特許經營。可見，經營出
租車已經成為高行業准入門檻、多
寡頭壟斷經營的體制，這種稀缺性
的資源投入到市場中，必然要將沉
重的賦稅轉嫁到司機頭上，所謂的
每天“份子錢”由此而來。而且，
即便負擔沉重，但想得到這份工作
還不容易，尤其是現在失業率高，
工作難找的情況下，某些城市一個
出租車牌照到了十幾萬到數十萬不
等，就是這種壟斷現象的真實寫照。
由此也滋生出大量的腐敗行為。由
此看來，出租車壟斷經營已經固化
為一個完整的利益鏈條，一直成為
行業痼疾。由此造成的是不僅民眾
的出行難、費用高，而且司機負擔
重，像打車軟件這種新的營運模式
也難以進入，因此，所謂將打車軟

件定為“黑車”，實在是某些部門
的利益使然，不明真相的司機實在
是對錯了矛頭。
本來，出租車行業應當承擔著一
定公共服務行業屬性的，但現在幾
乎淪為交通部門利益壓榨司機、攫
取暴利的工具。該行業之積弊在於
出租公司對司機的畸高收費和多重
盤剝，不僅使“的哥”們不堪重負，
由此造成的服務水準也難以提高。
由此帶來的服務差、出行難、打車
難的都是這種壟斷行業高收費下的
體現。為此，央視評論員、中國社
會科學院經濟學博士馬光遠近年撰
文指出：解決打車難，關鍵在打破
出租車運營壟斷。此言可謂一語中
的。
實際上，出租車經營權完全可以
打破壟斷，向私人放開，把出租車經
營權直接讓渡給個人，至於個體經
營者抗風險能力弱，無法支付巨額
賠償的問題也完全可以通過分散保
險、增加保費投入解決。事實上，
面向個人公開出讓出租車經營權在
國內也早有先例。例如，河南省新
鄉市 2007 年通過拍賣出租車 10 年
期限經營權給個人的做法，既減輕
了司機負擔，也減少了群眾出行費
用。實行出租個體車化經營後，司
機統一挂靠，自由選定車型，每月
僅交 50 元管理費。由於少了出租車
公司這一中間環節，可以免去不少
原來因出租車轉賣加重的負擔，出
租車的經營成本降低了，消費者也
受益不少。
由此可見，出租車罷運帶來的問
題不在於打車軟件進入市場蠶食司
機的“蛋糕”，稅負過高也是表面
現象，更深層次原因在與壟斷。只
有破除不正常的行業壟斷，打破固
化的利益連天，出租車市場才有望
得到健康發展，民眾出行也不再成
為一道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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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發現“最適宜人類居住”行星
【本報綜合報導】天文學家新發
現了 8 顆行星，其中兩顆行星被稱
為“迄今為止太陽系外最可能適宜
人類生存的行星”。科研人員發現
八顆位於恆星“宜居帶”的新行星，
它們與恆星的軌道距離適當，可能
存在海洋和生命。
美國天文學會宣布，哈佛 - 史密
森天體物理學中心科學家通過開普
勒望遠鏡觀測到 8 個新發現的系外
行星，其中 3 顆行星位於恆星周
圍的可居住帶上，這一發現使得開
普勒望遠鏡確定的系外行星數量達
到 1000 顆，同時這 8 顆系外行星
中還有 2 顆是類地行星，即開普勒
438b 和開普勒 442b 行星，這也是
迄今為止我們發現的最像地球的行
星之一。對此，開普勒望遠鏡天文
學家卡爾德維爾認為新發現的 8 顆
行星增加了我們尋找人類第二個家
園的信心，而這樣的類地行星才是
我們所要找到的。
這項發現使體積較小、直徑不到
地球兩倍、據認為處於母星宜居帶
的行星數量增加了一倍。天文學家
說，在這八顆行星當中，兩顆是迄
今發現的最像地球的行星。
這項研究的主要科學家、美國哈
佛 - 史密森天體物理學中心的吉列
爾莫．托里斯博士說：“這些行星
大多很可能像地球一樣由岩石構
成。”
兩顆最像地球的行星名叫開普勒
-438b 和開普勒 -442b，都圍繞比
太陽體積小、溫度低的紅矮星運轉。
研究報告的作者之一、哈佛 - 史
密森天體物理學中心的戴維．基平
博士說：“我們不能肯定樣本中的
任何一顆行星真正宜居。我們只能
說它們都有希望。”
這些行星與地球的距離都不近。
開普勒 -438b 與地球相距 470 光
年；開普勒 -442b 更遠，與地球相
距 1100 光年。
該小組研究的候選行星最初是由
美國航天局開普勒太空望遠鏡發現
的，科研人員在美國天文學會的華

盛頓年會上提交了此項研究成果。
這些行星都太小，無法通過衡量
其質量來確認。天文學家用一套計
算機程序證實它們在統計數據上很
可能是行星。後續觀察顯示，其中
有四顆行星處於多重星系統。
這項研究發表在美國《天體物理
學雜誌》上。
軌道環境適宜液態水存在
“開普勒 -438b ”直徑比地球長
12%，距離地球 470 光年，公轉時
間為 35 天，有 70% 的可能為岩石
地貌。
“開普勒 -442b ”比地球大三分
之一，距離地球 1100 光年，公轉
時間為 112 天，有 60% 的可能為岩
石地貌。
天文學家說，“我們不確定這些
行星是否真的適合人類生存。只能
稱它們是‘備選’星球”。
據科學家估算，開普勒 -438b 的
直徑只比地球大 12%，由岩石構成
的可能性達 70%。開普勒 -442b 的
直徑比地球大三分之一左右，由岩
石構成的可能性約為 60%。
宜居帶的行星既不能太熱也不能
太冷，接受的陽光照射與地球相仿。
如果從恆星獲得的熱量太多，水就
會化為蒸汽；熱量太少，水又會結
冰。
托里斯還說：“計算時，我們選
擇採用看來能產生宜居條件的最大
範圍。”
開普勒 -438b 獲得的光照約比地
球多 40%，這使它有 70% 的可能性
處於宜居帶。相比之下，灼熱 的金

星獲得的光照是地球的兩倍。另一
顆行星獲得的光照約為地球的三分
之二，有 97% 的可能性處於宜居帶。
科學家之所以一直在尋找可居住
帶上的類地行星，是因為這裡的軌
道環境適宜液態水存在，如果該行
星擁有合適的大氣，那麼能夠保持
水呈現液態。開普勒 438b 和開普
勒 442b 行星已經非常接近這個條
件，其體積接近地球，大約比地球大
12% 和 30%，也是屬於岩質行星，

手機或已改變人類大腦功能
【本報綜合報導】隨著電子設備
越來越受歡迎，這個趨勢也帶來
與科技有關的各種新症狀。最新的
一種症狀被稱為“網腦症”，症狀
包括越來越自戀、注意力不集中和
“錯失恐懼症”。“網腦症”患者還
更有可能參與網絡賭博，頻繁使用
社交網絡、遊戲網站和遊戲應用。
iPhone 愛好者失去手機後，在執
行認知任務時表現糟糕。在學校或
工作時手機不在身邊會讓你感到焦
慮嗎？ 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這
種分離焦慮可能會影響你的認知能
力。
據美國《時代》周刊報導，美國密
蘇里大學 8 日發表的一項聲明稱，
研究人員發現，當手機在身邊時，
iPhone 使用者在解決一系列智力難
題時表現得更好。當手機被拿走後，
受試者表現出顯著的生理變化：心
跳加快，血壓上升，焦慮加重等，
同時認知表現變差。
該研究稱，目前關於手機分離所
帶來影響的研究非常少。不過研究
人員的建議並非戒掉查看手機的習
慣，而是建議 iPhone 愛好者在考
試、開會或者從事其他需要注意力
高度集中的活動時不要和手機分
離。這份研究報告發表在《計算機
媒介通訊雜誌》上。
研究報告的第一作者拉塞爾．克
萊頓在聲明中說：“我們的研究結
果表明，iPhone 能夠成為自我的延
伸，因此在分離時，我們會經歷一
‘自我’的減少和負面生理狀態。”
不 出 所 料， 有 智 能 手 機 的 人 患
“網腦症”的可能性幾乎是沒有智
能手機的人的 3 倍。
“網腦症”是英國視覺 DNA 公
司在倫敦大學學院心理學家托馬
斯．查莫羅 - 普雷穆日奇的幫助下
發現的。研究小組由多名心理學家
組成，他們對 1000 名成年人使用
手機和網絡的習慣進行了分析。
他們發現，近 11% 的英國成年人
（570 萬人）患有“網腦症”。在
英國，這個數字相當於患有誦讀困
難症的人數，也相當於患焦慮症和
抑鬱症人數的近一半。
研究發現，那些“網腦症”患者出
現反社交行為（例如，和朋友在一
起時玩手機）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

近 4 倍。那些擁有“熱情”和“無
拘無束”性格的人對科技上癮的可
能性幾乎是其他人的 3 倍。
研究人員說：“這項研究證實並
深入分析了科技對個體的影響。許
多人都覺得，這種影響已經非常普
遍了。”
但“網腦症”最大的影響是對工
作—生活緊張度的影響。工作—生
活緊張度是指一個人的工作在多大
程度上乾涉了家庭生活。在“網腦
症”與工作—生活緊張度的相互關
係上，前者是後者最重要的預測因
素。那些“網腦症”患者面臨更大
工作—生活緊張度的可能性是其他
人的近 3 倍。
2014 年 12 月的一項研究發現，
智能手機已經成為現代生活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它們或許已經改變了
人類大腦的形狀和功能。
專家發現，對於每天使用觸屏手
機的人來說，他們的軀體感覺皮層
（大腦中央控制拇指的區域）面積
更大、功能更強。他們認為，一個
人玩智能手機的時間越長，其大腦
與手的聯繫就越大。
神經科學家阿爾科．高希領導的
小組研究了使用手機的影響。高希
說，人們對智能手機的迷戀說明，
人的大腦有能力適應環境。
近日公佈的另一項研究發現，經
常在臉書、推特和 Instagram 網站上
貼出自拍照的男性更有可能自戀、
衝動或具有其他性格特徵，例如難
與他人產生共鳴。
最近的研究稱，全球約有 6% 的
人口患有網癮。
通過研究以前的相關學術論文和
比較各國的相關數據，香港大學數
據研究人員發現，從全球來看，中
東人的網癮最大。
研究人員挑選了 80 篇來自世界
各地的相關學術論文，這些論文涉
及對 7 個地區 31 個國家的網癮研
究。結果顯示，男性與女性網癮患
者數量幾乎相同—— 49% 的網癮患
者為男性，有網癮的人平均年齡為
18.42 歲。
該數據綜合考慮了各國的國內生
產總值、互聯網普及率以及據報導
的網絡用戶人數。這 31 個國家的
平均網癮率為 6%。

因此這兩顆系外行星具備了生命誕
生的初始條件。開普勒 438b 距離
我們大約 475 光年，其圍繞著一顆
紅矮星公轉，這樣的恆星在銀河系
中大量存在，軌道周期僅為 35 天，
而地球上的軌道周期為 365 天，幾
乎是前者的 10 倍。
其實，紅矮星釋放的熱量要比太
陽小得多，因此紅矮星周圍的可居
住帶半徑較小，這就決定了其周圍
的類地行星公轉週期要比地球短很
多。開普勒 442b 行星距離我們會
相對遠一些，達到 1100 光年，其
體積比地球大，科學家認為其表面
也可能是岩質構造。從這些數據上
看，這兩顆行星被列入人類迄今發
現的最接近地球的地外天體行列。
為了進一步驗證這兩顆行星上是
否存在生命，科學家對這 2 顆行星
進行了詳細觀測，試圖判斷出該天
體是否存在大氣層，最新的研究結
果顯示，行星表面被一層具有氣體
遮擋，地表溫度可能會高一些。這
對接下來的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
太陽系至少還藏著兩顆人類未知
行星
西班牙馬德里孔普盧棟大學和英

國劍橋大學的科學家認為，太陽系
中至少還藏著兩顆迄今為止人類未
知的行星。根據測算，這些行星的
存在或能為外海王星天體的一些奇
怪的軌道擾動提供解釋。
據西班牙《阿貝賽報》 1 月 13
日報導，理論認為，存在於海王星軌
道外很遠處的這些天體應該是以隨
機的方式分佈，通過偏置取值，這
些天體的軌道應當存在以下一系列
特徵：軌道半徑最高可達 150 個天
文單位，軌道傾斜度接近零度，近
日點幅角同樣接近零度或 180 度。
然而科學家觀測到的十幾個類似
天體卻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最大軌
道半徑差別非常大，在 150 個天文
單位至 525 個天文單位不等，平均
軌道傾斜度在 20 度左右，近日點
幅角在負 31 度左右，幾乎沒有一
個是接近 180 度的。
“這些天體的軌道特徵與想像中
的如此不同，不禁使我們相信有一
些看不見的力量正在改變這些外海
王星天體的軌道特性，而我們認為
最可能的解釋是在海王星和冥王星
外還存在更多的未知行星。”馬德
里孔普盧棟大學天體物理學家、這

項研究參與者之一的卡洛斯．德拉
富恩特．馬科斯說。
“行星的數量還不確定，因為我
們手中得到的數據非常有限，但根
據我們的計算，太陽系中至少還有
兩顆甚至更多的行星。”他說。
為了展開這項研究，科學家們對
“古在機制”的效應進行了分析，
這是在天體力學中導致軌道傾角和
離心率的周期性變化，也就是出現
近心點參數振蕩的機制。其間研究
人員參考了該機制在 96P/ 梅克賀
茲一號彗星受木星影響時的運行模

式。
儘管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結果，但
研究人員還是承認其數據存在兩個
問題。一方面，其設想與此前有關太
陽系中在海王星軌道外不存在行星
的理論相悖。另一方面，研究團隊也
承認其分析是建立在一個有限對象
的樣本基礎上，但在未來幾個月會
公佈更廣泛樣本的研究結果。“一
旦得到證實，我們的研究成果將對
天文學領域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德拉．富恩特斯．馬科斯指出。

台灣輝能： 鋰電池技術新突破
【本報記者葉濤拉斯維加斯報
導】鋰電池技術發展至今已經 20
多年了，但仍存在一個且唯一的問
題是：有沒有更好的電池呢？ 台
灣輝能科技在 2015 CES 展示的 可
彎曲固態鋰陶瓷電池得到了業內人
士的關注。
對消費性電子而言，更薄、續航
力更高的電池是亟待突破 的一大
瓶頸；對新興的穿戴式裝置而言，彎
曲電池是最頭痛的關鍵零組件；而
物聯網應用產品方面，面臨的是超
薄電池產業尚未成熟的問題；工業
應用方面如電動車和智慧電網等，
則是苦於沒有同時具高能量又不爆
炸的安全電池。
然而，從鋰電池芯現有技術來看，
不論是圓柱狀鋰電池、角柱狀鋰電

池、或是軟包鋰聚電池，都無法滿
足上述所有的需求。因為電池要輕
薄，可能會犧牲續航力；一昧更換
高容量材料，可能會犧牲電池安全
性；而以更多保護機制提升安全性，
電池就會更厚、也不可能彎曲。
根 本 的 解 決 方 法， 是 電 池 芯 的
技術大革命。固態鋰陶瓷電池 LCB
(Lithium Ceramic Battery) 打破了鋰
電池技術的瓶頸，它創新的電池結
構、電池製程、電池材料、和電池
外觀，都顛覆了傳統鋰電池基礎。
死折撞擊穿刺 安全性 是固態鋰
陶瓷電池 LCB 的核心優勢。有別於
一般鋰電池的液態或膠態電解液，
它採用的是固態的電解質，所以沒
有漏液的問題，也沒有可燃物質在
裡面。即使 LCB 遭受外力撞擊、穿

刺、死折、或火燒，都不會起火或
爆炸。
一般鋰電池都需要“保護線路”
來限制電池的操作電壓不會過放到
低於 2.5V 而導致不可逆的毀壞，或
不會過充超過 4.2V /4.35V 而導致
電池爆炸。但 LCB 固態鋰陶瓷電池
在沒有任何“保護線路”的防衛下，
用交流電 6V~ 32V 去過充它，或甚
至直接用市電的直流電 110V~220V
去過充它，都不會起火爆炸，完全
沒有安全疑慮。
想像一台安裝了 LCB 固態鋰陶瓷
電池的電動車，如果在我們面前發
生車禍，不但不會起火爆炸，還可
以繼續開到車廠維修；亦或是一隻
使用 LCB 的智能手錶，它永遠不會
像一般鋰電池一樣流出一灘可怕的
黏液到手上。
可彎曲 電池則是繼彎曲屏幕和
彎曲面板之後，讓軟性電子和穿戴
式電子成功的最後關鍵。
有了這款超薄可彎曲的軟板鋰陶
瓷電池 FLCB(FPC Type-LCB) ，不論
是一個可動態彎曲的電子裝置，或
只是一個簡單的靜態弧形裝置，都
不再是一個難題。FLCB 是全球唯
一一個可以自由動態彎曲的超薄鋰
電池，厚度只有 0.38 公厘。因為它
優越的撓曲能力，甚至還可以直接
捲起來變成一個像小吸管的圓柱狀
“捲心電池”。
高容量是另一個 LCB 厲害的地
方。一般固態電池都有一個先天難

以改變的特性，那就是內阻高。但
是 LCB 固態鋰陶瓷電池卻突破了這
道先天障礙，成為全球所有固態電
池技術中，放電能力最好、內阻值
最低的一款電池。
多樣化外觀。在 LCB 鋰陶瓷電池
的安全架構下，它可以做出市面上
所有不同形式的鋰電池，包括片狀、
圓柱狀、角柱狀、軟包狀、或捲心
狀 / 棒狀。

不同於一般鋰電池需用硬殼或鐵
板做包覆，因為 LCB 固態鋰陶瓷電
池很安全，所以可以直接用皮革包
覆、或用塑料射出成型。即使“射
出成型”製程時有 260 度高溫和
3000atm 高壓， LCB 也安全無虞。
htc One Max 的“電源擴充保護套”
和智慧手錶的“錶帶電池”就是很
好的例子。他們外觀上和一般的手
機保護殼、錶帶無異，但卻多了額
外的電源。有了它，就不用再擔心
電池很快沒電、也不用再帶又厚重
又佔空間的行動電源出門。

2015 十大科技預言：虛擬現實漸成主流
2014 年，科技世界的一切似乎都
變得“更大更好”。隨著虛擬現實
技術的興起和流媒體點播時代的到
來，2015 年的科技業將出現哪些發
展趨勢？ 近日英國《每日郵報》特
約分析師作出了以下預言：
移動支付迎來變革
在搶占店內支付市場方面，科技
公 司 並 沒 有 取 得 太 大 成 功。 隨 著
Apple Pay （下圖）的推出，2015
年的形勢將發生改變。用戶可以將
信用卡信息存儲到新 iPhone 上，用
iPhone 在付款台完成支付，支付時
利用指紋掃描儀進行身份驗證。美
國的早期評論稱讚這一系統的易用
性。對於移動支付，信任無疑是最
大問題，蘋果這樣擁有很大聲望的
公司能夠扮演遊戲規則顛覆者的角
色。
比特幣走到十字路口
去年 2 月，這個加密電子貨幣遭
受重創，當時最大的交易所——東
京的 Mt Gox 因網絡攻擊陷入癱瘓。
比特幣的價格直線下降並且沒有出
現回升的跡象。當前的價格只有前
一年同期的一半左右。分析師對其
安全性和缺少監管感到擔憂，但也
有些企業家仍對比特幣充滿信心。
為了讓比特幣成為主流，一家公司
開始推出比特幣 ATM，另一家公司
推出了比特幣借記卡。
智能手機還將變大
大尺寸智能手機最初被視為“只
能 流 行 一 時 的 狂 熱 ”， 現 正 在 成
為一個標準。在 2011 年推出 5.3

英寸 ( 約合 13.5 厘米 ) 的 Galaxy
Note 之後，分析師一度認為三星失
去理智。然而 2014 年，手機廠商紛
紛推出尺寸更大的智能手機，蘋果
推出了 5.5 英寸 ( 約合 13.9 厘米 )
的 iPhone 6 Plus，谷歌和諾基亞則
推出了 6 英寸 ( 約合 15 厘米 ) 版
本。更大的屏幕更適合玩遊戲、看
視頻和上網衝浪，分析師表示這種
趨勢還將繼續。
平板電腦逐漸退燒
根據市場調查公司 IDC 提供的數
據，2014 年平板電腦市場增長緩
慢，只有 7.2%，相比之下，2013
年高達 52.5%。當前沒有任何跡象
表明 2015 年的增速將出現回升。
現在，平板電腦的尺寸越來越小，
智能手機則越變越大。平板電腦用
戶更新換代的時間較長，通常比智
能手機長一年或者兩年。據預測，
iPad 銷量將保持在較低水平，採用
Windows 和安卓系統的平板電腦表
現更好一些。這一年，Apple 的 iPad
Mini 幾乎沒有發生任何變化，說明
可能很快就要下架。市場調研機構
Forrester 的研究人員認為蘋果將推
出 13 英寸 ( 約合 33 厘米 ) 左右
的 iPad，與微軟的 Surface Pro 3 等
筆記本 - 平板電腦混血兒競爭。
智能手錶繼續完善
智能手錶上市已經有一段時間。
三星、 LG 、索尼和摩托羅拉都推
出了相應產品。不過，當前的智能
手錶比較笨重，外觀也不討好，沒
有一款成為主流。2015 年，智能手

錶市場將發生巨大變化。相關技術
和軟件不斷進步，外觀設計也將進
一步完善，吸引消費者的目光。蘋
果智能手錶將在 2015 年初登陸市
場。這家世界上最頂級的科技公司
向來能夠抓住時機並且很少誤讀市
場。蘋果智能手錶上市後將給這個
市場帶來何種變化，讓我們拭目以
待。
智能眼鏡陷入尷尬
谷歌曾力求讓谷歌眼鏡這種頭戴
式電腦成為主流，但現在已經悄無
聲息。谷歌眼鏡甚至成為“侵擾”的
一個代名詞。佩戴谷歌眼鏡的人能
夠偷偷拍攝他們看到的一切，這一
點讓公眾感到不安。谷歌尚未大規
模正式發售谷歌眼鏡，當前的硬件
業務焦點仍集中在手機和智能手錶
上。應用程序開發人員同樣對谷歌
眼鏡喪失興趣。愛普生和華為等其
他公司正在研製自己的智能眼鏡。
如果他們能夠在市場上開闢出屬於
自己的領地，也許谷歌將會再次聚
焦這項技術。
虛擬現實漸成主流
自 20 年前第一次討論虛擬現實
技術的發展潛力以來，這項技術便
立志成為主流。3D 繪圖和傳感器
技術的突破將虛擬現實裝置的價格
降至普通消費者可以承受的程度。
2014 年，三星和谷歌發布了令人印
象深刻的虛擬現實頭盔，利用智能
手機充當屏幕。2015 年，我們將
迎 來 索 尼 的 Project Morpheus ——
可以與 PlayStation 4 連接在一起，

以及具有開拓性的 Facebook Oculus
Rift。虛擬現實技術給沉寂式遊戲
和娛樂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電視未來將是網絡
廣播電視網的老闆不能繼續忽視
網絡技術，電視的未來將是網絡，
2015 年將達到一個臨界點。
去 年 11 月，Netflix 宣 布 將 在
2015 年 3 月登陸澳大利亞。Foxtel
也像分析師預測的一樣降低了訂閱
價格。第九頻道和 Fairfax Media 推
出了 Stan，第七頻道也將在不久後
宣布自己的計劃。
Uber 繼續大爆發
私家車打車服務應用 Uber 正加
速擴張，繼續激怒出租車運營公司，
同時也給世界各地的監管部門提出
難題。在 2013 年登陸悉尼和墨爾
本之後，Uber 的觸角又在 2014 年
延伸到布里斯班、阿德萊德、珀斯
等。對於汽車共享服務 Uber X，監
管部門最擔心的是安全性。
Facebook 快速增長
Facebook 是世界上著名的社交網
站，一直不斷採取措施捍衛自己的
領導地位。根據最新統計數據，每月
有 13.5 億用戶登錄這家社交網站，
64% 的人每天登錄。與 2013 年同
期相比，Facebook 去年第三季度營
收增加 59%，達到 32 億美元。絕
大多數收入來自於移動用戶營銷廣
告。Facebook 首席執行官馬克·扎
克伯格的一些古怪想法讓投資者感
到驚嚇，但這家社交網站仍保持蒸
蒸日上的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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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創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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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個絕頂聰明的創業融資故事
當你無法獲得投資時，自己的創
業想法通常會很難實現，實際上，
絕大多數首次創業者的感覺都是一
樣的。通過和企業主，以及非營利
組織創始人多次郵件交流，筆者發
現了九個聰明絕頂的融資故事，在
此和大家分享。

1、尋求國際贊助
The Zebra 是一家位於美國奧斯
汀市的公司，他們類似優惠票價網
站 Kayak，不同的是 Zebra 是在汽
車保險垂直行業裡提供搜索引擎。
Zebra 創始人 Adam Lyons 在創立公
司的時候，就決定要到海外尋求資
金，而且他們重點關注的是與他們
擁有相同商業模式的海外市場。他
找到了 Moneysupermarket.com 創始
人，也是英國億萬富翁 Simon Nixon
尋求資金支持。
通 過 電 子 郵 件，Lyons 成 為 了
Nixon 在美國的合作夥伴，而 Nixon
也接受了他的提議並為其提供了資
金支持。
“不是每個人都會想到去新興市
場尋找投資人，你可以尋找一些擁
有類似商業模式的新興市場，這種
方式讓我們受益匪淺。” Lyons 說
道。

2、基於你所有，建立新願景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EJ Jackson 是
一名私家偵探，為了擴展業務他決
定向銀行貸款，然而銀行拒絕了他
的貸款申請。不過，恰恰是被銀行
拒絕之後，讓 EJ Jackson 萌發了一個
新想法，他用自己的兩輛汽車 （一
輛 1975 年林肯汽車和一輛同年的
凱迪拉克汽車）推出了汽車租賃業
務。1977 年，他創建了 Jackson Limo
Service 公司。
如今，這家總部位於洛杉磯的公
司旗下已經僱傭了數百名司機，在
當地提供搭載乘客服務。“有時，你
可以利用自己手頭上現有的資源，
然後尋找機會，給自己創造一番傳
奇。”
3、廣告商也能成為你的投資人
Darin Alpert 創立了 Find Me Gluten
Free 公司，該公司也位於奧斯汀市，
提供本地無谷蛋白餐廳搜索服務。
Alpert 和他的團隊說服了馬克庫班
（達拉斯小牛隊老闆）旗下的 Naked
Pizza 作為廣告商，之後又說服他成
為了公司投資人。
“我發了很多郵件，然後給庫班
打了 20 分鐘電話，就搞定了。我們
的用戶超過 200 萬，並且在 2013
年被收購了。”
4、與投資人產生共鳴
Abbie Schiller 和 Samantha

Kurtzman-Counter 著 手 準 備 創 建 一
家兒童媒體公司，因為孩子在操場
玩耍時經常能把他們倆逗樂，於是
他們研究了其他父母對此事的看
法，並開發了自己的產品。
他們的想法引起了其他父母的
共 鳴， 這 些 父 母 也 成 為 了 Abbie
Schiller 和 Samantha Kurtzman-Counter
的 投 資 人。 很 快， 兩 人 在 洛 杉
磯 推 出 了 自 己 的 公 司 The Mother
Company，為父母提供孩子的系列
書籍和照片集服務，該公司募集了
50 萬美元。

5、自我籌款
Priska Diaz 天真的認為，只要登
陸 Kickstarter 就能輕鬆募集了 7.5
萬美元來生產她發明的產品。Diaz
開發了一個名為 Bare 的奶瓶，可以
確保孩子在吃奶的時候不會吸入空

氣。但是三個月過去了，她沒有實
現自己的融資目標。
三年後，她準備再次嘗試融資。
這次，她自己創建了一個網站，並
在上面貼出了奶瓶產品原型的概念
圖片。此舉立刻引發了潛在客戶的
關注，並且在社交媒體上得到了廣
泛傳播，人們開始關注 Bare 奶瓶的
產品開發。
在網站上，她構建了一個預定係
統，並且還支持預售，利用這些方
法，Diaz 為她的公司 Bittylab 成功募
集了 5 萬美元。
6、在 Facebook 上分享你的激情
Bill GAndy 的愛好，就是分享阿
勒格尼的歷史照片，阿勒格尼位於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在匹茲堡市北
部。他還在 Facebook 上面建了一個
群——Born & Raised on Northside of
Pgh.
他的 Facebook 群裡的成員非常欣
賞 Gandy 紀念阿勒格尼市光輝歲月
的方式，因此當 Grandy 想開設一家
照片畫廊的時候，匹茲堡市議會主
席 Darlene Harris 給他發來了消息，
希望能為他提供幫助。Grandy 因此
創建了非盈利組織——阿勒格尼城
市歷史畫廊 (Allengeny City Historic
Gallery)。 該 組 織 成 立 後 的 第 一 件
事，就是推出了一本由匹茲堡鋼人
橄欖球隊老闆 Dan Rooney 簽名的一

本書，此舉讓 Grandy 在不到一個月
的時間裡募集到了 1.2 萬美元。
7、把每次 party 都當做路演聚會
在 一 次 離 職 聚 會 上，Alex
Rappaport 滔滔不絕的向陌生人描
述自己編寫教育 Hip-Hop 歌曲的想
法，絕大多數人只是禮貌的笑著聆
聽，然後便走開了。
但是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 MBA
學生卻對這個創意很感興趣，並且
幫助 Rappaport 在該校的 Outrageous
Business Plan 大賽中安排了一次路
演。幸運的是，這個商業模式贏得
了大賽社交價值類第一名，不僅引
起了眾多投資人的關注，還獲得了
5 千美元獎金。
Rappaport 和 Blake Harrison 於是
聯合創建了 Flocabulary 公司，並把
這家教育初創公司設立在了紐約布
魯克林區。如今，他們的線上教育項
目在全球有超過 2 萬所學校使用。
8、給我公司投錢，今天是我生日
2008 年，Cynthia Kersey 已經年近
五十歲了，她發現自己的生活發生
了戲劇性的變化，因為她離婚了。
雖然 Kersey 非常傷心，但是她決定
重拾自己的夢想——幫助孩子們獲
得受教育的權利。於是在她 50 歲
生日的那天，Kersey 給每一位自己
熟識的人發出了邀請，並且告訴他
們如果要來參加她的生日聚會，必

須帶來一份生日禮物——每人 100
美元。
在 生 日 聚 會 上，Kersey 宣 布 她
將用大家給她的生日禮物作為種
子 資 金， 推 出 非 營 利 性 組 織 The
Unstoppable Foudnation。經過 Kersey
的努力，已經讓 6000 個孩子重返
校園，還新建了超過 50 所校舍。

9、靠“道上朋友＂尋找投資
Frederick Hutson 由於非法交易大
麻被判處了四年監禁，在服刑期間，
他的家人想要和他保持聯繫是非常
困難的。當刑滿釋放之後，Hutson 告
訴了他的家人和朋友，他要成立一
家公司，幫助監獄裡的服刑人員與
自己所愛的人保持聯繫。這家公司
名叫 Pigeonly，總部位於洛杉磯。
Hutson 找到了自己道上的朋友，
希望他們可以提供種子資金支持，
他的朋友們紛紛支持，有的給 200
美元，有的給 500 美元，最終他獲
得了 8 萬美元的種子資金。如今，
Pigeonly 公司已經有 13 名員工了。
編譯：快鯉魚

為何大多數業餘投資人賺少賠多 ( 上 )
金融衝浪專欄
紐 約 天 驕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TJ
CAPITAL MANAGEMENT, www.
tjcapital.com )
成 立 於 2000 年， 是 政 府 註 冊
的資產管理和投資顧問公司，為個
人與投資機構提供專戶管理賬戶
(TJ-Directed Separately Managed
Account) 和 專 戶 顧 問 賬 戶 (SelfDirected Advisor Account) 等專業
資產管理和投資顧問服務。
天驕專戶管理賬戶是客戶在證券
公司開設的投資賬戶，在客戶的授
權下，由天驕基金管理公司做投資
決策。其特點是“ 無獲利，不收
費”，“資產代管，不收費”，“組
合診斷，不收費 ”。
天驕專戶顧問賬戶是客戶在證券
公司開設的投資賬戶，在天驕基金
管理公司的指導和幫助下，客戶自
己做投資決策。其特點是投資培訓
與投資實踐相結合。
賺錢的股票早早賣出，而賠錢的
股票則越賠越多，這大概是業餘投
資人普遍存在的問題，其根本原因
是，缺少嚴格的風險與利潤管理。
投資的風險與回收並存，要做到保
證本金，降低風險的同時，尋求與
風險相對應的高回收，嚴格的風險
與利潤管理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就
以最具說服力的統計學概率理論來
論證投資中風險與利潤管理的重要
性。
概率是表徵隨機事件發生可能性
大小的量，是事件本身所固有的不
隨人的主觀意願而改變的一種屬
性，所以它是客觀的，具有說服力

的。
我們日常生活中常用到概率，比
如，在大選中，人們常說某某獲勝
的可能性是百分之多少，也就是指
他獲勝的概率。概率越高，成功率
就越大。而最為人們熟悉，也最容
易聯想到概率的，大概就是賭博的
輸贏了。如果兩個人擲一個 6 面的
骰子，出現 1、2、3、4 的數字時，
甲方贏，出現 5、6 數字時乙方贏，
短期內，乙方可能偶爾會贏，但長
時間比下去，甲方佔有概率優勢，
贏的機會大，因為甲方的獲勝的概
率約是 66%，而乙方的概率是 33%。
無論你是去澳門賭場，還是拉斯維
加斯賭城，想要在賭場上賺大錢，
基本上是天方夜譚。因為賭場能生
存下來，靠的就是概率優勢。下表
是幾類博彩遊戲中，賭場的概率優
勢。
賭博方式
賭場的概率優勢
骰
子 1.41%
（Craps）
羅 盤 賭 5.26%
（Roulette）
老 虎 機 8-15%
（SlotMachine）
百 家 樂 1.29%
（Baccarat）
賭 場 之 戰 3.73%
（CasinoWar）
2 1
點 5.90%( 遇 到 高
（Blackjack） 手時，是 1%)
所以，開賭場的不怕賭客們贏錢，
就怕賭客不上門。客人們贏錢時，賭

場為留住客人繼續玩下去，送飯、送
賭資、送免費住宿，其目的就是要
讓客人賭下去，因為佔有概率優勢
的賭場深知只要賭客一直玩下去，
賭場一定是最後的贏家。
但股市的投資規則和賭場的遊戲
規則有一個本質區別，賭博的人只
能被動地接受賭場的概率優勢，而
投資人卻可以通過制定嚴格的風險
和利潤管理計劃，創造有利的概率
優勢。遺憾的是，大部分業餘投資
人完全忽略風險與利潤管理，經常
是賺小錢，賠大錢，不自覺地給自
己創造了投資的概率劣勢。
一般而言，正常情況下，如圖所
示，大部分（68%）股票的漲跌幅
度在 10% 以內；約 30% 左右的股票
的漲跌幅度在 10-20%；而僅有不足
3 % 的股票的漲跌幅度超過 30% 以
上，這是股票漲跌的正態分佈（左
下圖）。
股價的表現被許多不確定因素影
響，如經濟週期，行業自身基本條
件，公司盈利、管理層變化，還有地
震、海嘯、戰爭、政局動蕩等其它
因素。專業投資人制定嚴格的停損
制度，當股價出現一定跌幅時，及
時賣出，以避免更大的損失。而有
利潤時，只要推動股價上漲的因素
依然存在，就盡可能地爭取獲得最
大利潤，創造了投資獲利的概率優
勢。如圖一所示，所有大跌的 股票
都在下跌 10% 以內就被停損了結，
而所有大漲的股票都還留在投資組
合中，爭取最好的回收。
圖一、有投資風險和利潤管理的
概率分佈（中上圖）
業餘投資人往往相反，股價下跌
時，本該恐懼出場，但因為賠了錢，
對虧損視而不見，無奈地變成了長
綫投資，並以股價會漲上去來寬慰
自己；而有利潤時，本不該恐懼出
場，卻因主觀擔心利潤會保不住，
早早離場，不知不覺地形成了投資
獲利的概率劣勢。如圖二所示，本
該賺大錢的股票都在上漲 10% 以內
就被賣出了，而所有大跌的 股票卻
都捏在手中，導致投資大幅虧損。
圖二、沒有投資風險和利潤管理

許氏搬運
誠信為本經驗豐富

T191226

大小家庭 長途搬運 公司商舖
取貨送貨 精搬鋼琴 清理雜物
415-503-8177
510-813-0051

服務周到

天泰搬運

快捷準時

政 府 執照:T-190764 貨物保險:92-BX-Y037-3

專業搬 家 公 司商舖 408-991-5921
各式鋼 琴 加 州長途 510-688-5208
港口提 貨 清 運雜物 415-706-6932

E-mail:heyi930@gmail.com

415-324-9784 ( 中 文 )
408-888-2717

Tes 電 工

Lic 779016

真正電工 加州執照
工商住宅 許可申請
冷暖水電 整棟裝修
電 話 : 408-605-2297

的概率分佈（中下圖）
我們再用一組數字說明風險與利
潤管理的重要性。專業投資人甲和
業餘投資人乙都選擇了同樣 5 支股
票，投資人甲有嚴格風險與利潤管
理，而投資人乙則不做風險與利潤
管理；兩個人的投資回收如下：（右
下圖）
投資人甲嚴格執行風險與利潤管
理，及時停損，將大幅下跌的股票的
實際損失有效地控制在 7% 以內，而
對有利潤的股票，則盡量多賺，建
立了投資獲利的概率優勢，獲得了
不錯的回收。而投資人乙則沒有風
險與利潤管理，對虧損聽之任之，
卻將有利潤的股票早早賣出，形成

投資獲利的概率劣勢，致使整體組
合大幅虧損。
所以，有風險與利潤管理和沒有
風險與利潤管理的投資結果是完全
不同的。風險管理最重要的就是要
嚴格停損，因為任何投資都存在風
險。小小的損失比較容易彌補，大
幅的虧損就難以挽救了，如果本金
股票 1

股票 2

股票 3

股票 4

股票 5

投資人甲的
回收

-7%

-7%

-5%

+12%

+97%

組 合
總回收
18%

投資人乙的
回收

-80%

-10%

-5%

+5%

+10%

-17%

三藩市裝修油漆
Lic #21494

工木改建 大小項目 免費估價 滿意付款
415-672-7958

愛心保健中心

你的健康,我們的使命

Blue Sea Day Spa

內外油漆 廚浴翻新 瓷磚雲石 籬笆圍欄

415-680-8779

虧損了 50%，要上漲 100% 才可以
彌補回來。
嚴格停損是風險管理的關鍵。停
損簡單地說，是對投資所能允許和
承受的最大損失。停損價一定要在
進場前製定好，而不能等到出現虧
損了再來設定停損。怕輸是人性的
弱點，虧損出現時，很難客觀理性
地面對。停損價不是一成不變的，
要隨著價格的走勢調整，但是只做
向上調整（對多頭倉位而言）。
（未完待續）
（本專欄文章由紐約天驕基金管
理公司特約供稿，轉載必究）
基金經理人郭亞夫簡介
紐約天驕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經理
人郭亞夫在美獲得物理學和金融碩
士學位，自 1995 年開始，先後從
事操盤手、造市商、金融分析師和
基金經理等工作，擁有豐富的華爾
街前沿實際投資交易與資產管理經
驗。
郭亞夫從 2004 年至今，一直是香
港鳳凰衛視資訊台財經節目特約專
家評論員，先後在該台的《穿行華
爾街》、《環球直播室》、《股市
風向標》等欄目定期做美國金融市
場點評，現在每週四為《鳳凰財經
日報》節目做美股盤前分析。他還
經常應邀在各類投資會議上作專題
演講，著有《美國證券市場導覽》
一書。
郭亞夫先生每週四在鳳凰衛視
資 訊 台《 鳳 凰 財 經 日 報 》 節 目 的
《美股前瞻》專題做美股盤前分
析。 節 目 播 出 時 間 是 紐 約 時 間 早
8:30–9:00 （重播時間下午 2:303:30），《美股前瞻》的時間大約在
節目進行後 15 分鐘左右，即 8:45
前後播出。

510-566-3297

孫氏裝修
電話:408-571-8030
年年經驗 5 年 質 保 整體裝修 廚浴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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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 Xu Certified Therapist
電話 : (925) 829-9899 www.blueseadayspa.com
地址 : 12131 Alcosta Boulevard, San Ramon, CA 94583
Open 7 days · 10:00 am – 9:00 pm

李金福牙醫 二十餘年豐富臨床經驗
成人兒童齒科全科 全新高科技診所
診所環境優美 接受多種保險
徹底消毒 防止一切傳染病 週末應診
電話: (925) 829-9899
地址: 6129-B Dublin Blvd. Dublin CA 9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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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軍帶領小米如此“急行軍”
按照四年前“開業”那天留下的
傳統，搬家的那天早上，雷軍和創
始 人 們 又 一 次 喝 到 了 阿 黎（ 黎 萬
強）的父親煮的小米粥。2010 年 4
月，小米公司剛成立的時候，十來
個人在中關村銀谷大廈 400 多平
米的辦公區，曾經顯得空空蕩盪。而
今無論是在華潤五彩城的小米辦公
樓，還是往南 200 米的新大樓“總
參”，都是人頭攢動，辦公區裡座無
虛席。兩座大樓裡最新的員工數是
7,500 餘人，這個數字還在增長。
分別來到兩座小米辦公大樓門
外，從外觀上看，讓它們遙相呼應
的，不僅是小米品牌的橙色標誌，
還有巨幅的紅色雙十一“戰報”，
上面赫然寫著：“15.6 億，116 萬
台 手 機， 依 然 第 一。” 此 次《 財
富》（中文版） 2014 年年度商人
對小米 CEO 雷軍的專訪，也從雙
十一這一話題開始說起。然而，談
到雙十一，雷軍卻說銷量的數字並
沒有讓他感到多麼興奮：“2014 年
我們全年的手機銷量預計超 6,000
萬台，幾乎每個月都是五六百萬的
量。”他更看重的是這一戰的“亮
相”效果：“去年 5 億，今年 15
億，都是第一。在第三方平台上，
我們向全球展示了小米的產品力、
品牌口碑和供應鏈管理能力。”天
貓此次雙十一創造了吉尼斯世界紀
錄，單日銷售了 189 萬台手機，而
小米佔據了其中的 61.3%。同時，
手機、平板、電視、路由器等七個
品類都是第一，展現了小米的品牌
延展能力。
在過去三年裡，小米連續爆發式
的增長，被雷軍形容為“急行軍”，
他 用“ 遠 超 預 期 ” 來 總 結 小 米 的
2014 年。原本當年小米手機的銷
售目標是 4,000 萬台，現在預計將
達到 6,000 多萬台，超額完成 50%
多。去年三季度，多家市場調查機構
IDC、Strategy Analytics 先後宣布，小
米在蘋果、三星之後，位列全球智
能手機市場佔有率第三（在榜單公
佈 8 小時後，聯想完成了收購摩托
羅拉手機，市場佔有率反超小米）。
2014 年百度品牌數字資產排行榜
中，蘋果、三星和小米分列手機平
板品牌榜單前三。小米去年的營收
約為 750~800 億元，而 2013 年營
收為 330 億元，2012 年為 126 億
元，表明小米已經持續兩年翻倍增
長。而雷軍在創立小米時提出的估
值 100 億美元的公司的目標，在小
米成立四年後，就已經達到了。
對雷軍的拍攝在小米“總參”的
攝影棚中進行，在這裡，專業的攝
影器材、燈光、佈景一應俱全。在
官網產品照片上屢屢出現的佈景—
沙發、書架、米兔和其他小擺件都

在這裡找到了“原型”。雷軍在採
訪時很自豪地問：“現在擁有獨立
攝影棚的公司不多吧？我們有專業
的攝影團隊，官網上的照片，都是
他們在這裡反复地拍攝、編輯出來
的。”由此，雷軍引出了小米成功學
習的三家公司：“同仁堂”、“海
底撈”和“沃爾瑪 /Costco ”。同仁
堂的品牌要義是真材實料：“品味
雖貴必不敢減物力，炮製雖繁必不
敢省人工”。雷軍接著拿攝影來舉
例，對於很多公司來說，拍攝這樣的
工作是可以花錢外包出去做，但是
小米希望能夠拍出質量高、效果一
致的照片。“品質提高 10%，成本
可能要翻十倍。”雷軍特別強調：
“光用心、認真還不夠，要捨得投
入、做到極致。好的品質是花錢花
精力找最好的人，才有機會做出來
的。”

在進行採訪的會議室當中，雷軍
指著一個插線闆說：“這個東西太
醜了，每個家庭每個公司都要買很
多，怎麼那麼醜？不理解。”他眼中
的好產品，需要質優、價廉，還要
“物美”。在體驗經濟的時代，設
計已經成為了好產品不可或缺的構
成要素。而設計美感的提升，除了
成本限制之外，主要的障礙就是技
術限制。比如超薄的手機，電池續
航時間短，對於智能手機是一個挑
戰。雷軍說小米對設計是極度重視
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從產品上看
到小米在這方面的努力和進步。”
“海底撈”的法寶，則是“超預
期的用戶體驗”。小米讓用戶參與
到研發的過程中，通過快速迭代，
讓產品設計“集大成”，緊跟用戶
的需求。在小米社區，每天有 300
萬人訪問，提出產品改進建議。據
此，MIUI 系統每週更新，推出四年
至今已經有了 200 多個版本。雷軍
提到，現在很多人買紅米回去是送
給父母用。很多老年人屏幕上的字
看不清楚，小米開發了一個極簡模
式，可以讓字號變大，讓老年人也

美國稅局個稅新動向
近期，IRS 發布了 2014 年稅表的
一些新變化，在此奉上我們的稅務
貼士：
1. 對於不同收入水平群體的繳稅
稅率，雖然 10%、15%、25%、28%、
33%、35%、39.6% 的基本稅率不變，
但是普遍上調了在每個稅率區間的
收入水平。比如，對於個人報稅者
來講，2014 年收入超過 $406,750
（2015 年 超 過 $413,200） 則 需
按 39.6% 報稅；對於夫妻聯合報稅
來講，2014 年收入超過 $457,600
（2015 年超過 $464,850）則需按
39.6% 報稅。
2. 對於標準減免稅額（standard
deduction），個人報稅者與夫妻獨
立 報 稅 兩 種 情 況 都 可 在 2014 年
按 $6,200（2015 年 按 $6,300）
減免；夫妻聯合報稅在 2014 年按
$12,400（2015 年按 $12,600）減
免。
3. 對於分項減免稅額（itemized
deduction）， 若 個 人 報 稅 者 2014
年收入超過 $254,200（2015 年超
過 $282,250）、夫妻聯合報稅收
入 超 過 $305,050（2015 年 超 過
$309,900），則需按要求減少其分
項減免額稅。
4. 對 於 個 人 減 稅 額（personal
exemption），2014 年 稅 表 將 採
用 $3,950，2015 年 則 將 上 調 至
$4,000。2014 年， 若 個 人 報 稅
者 AGI 超 過 $254,200（2015 年
超 過 $258,250）、 夫 妻 聯 合 報
稅 超 過 $305,050（2015 年 超 過
$309,900），則需按要求減少其個
人減稅額（phase-out）。

5. 對於針對高收入人群徵收的
選擇性最低稅（alternative minimum
tax，AMT），2014 年，若個人報稅
者收入低於 $52,800（2015 年低於
$53,600）、夫妻聯合報稅收入低於
$82,100（2015 年低於 $83,400），
則報稅者無需計算 AMT。
6. 對於向中低收入人群（特別是
有小孩）提供的收入稅津貼（earned
income taxcredit），2014 年，收入
低於 $46,997 或 AGI 低於 $52,427
的夫妻聯合報稅（含 3 個及以上小
孩）可最高補貼 $6,143。具體補貼
條件根據家庭收入水平及小孩數量
製定。
7. 對於不居住美國的美國公民或
外籍居民（resident alien）來講，在
符合相關條件的情況下，2014 年
最多可抵扣 $99,200 的境外收入；
2015 年則最多抵扣 $100,800，首
次突破六位數大關。
8. 2014 年， 全 部 遺 產 超 過
$5,340,000 開始徵收遺產稅（estate
tax）； 2015 年將在 $5,430,000 以
上開始徵收遺產稅。
9. 2014 年，若贈送他人（非配
偶）禮物總價值不超過 $14,000，
可免繳禮品稅（gift tax）；贈送配
偶（非美國公民）禮物總價值不超
過 $145,000，可免繳禮品稅。當
年贈送禮品總價值超出上述規定部
分仍需向 IRS 報稅，並相應從個
人終生禮品免稅額中抵扣（lifetime
exemption）。2014 年，個人終生禮
品免稅額為 $5,340,000。
供 稿： 黃 鑫 會 計 事 務 所
（Christopher Huang CPA）

可以輕鬆地使用像微信這樣的手機
應用，而不再局限於接打電話和發
短信。在黎萬強所著的《參與感》
一書中，他道出了小米用戶關係的
指導思想—和用戶做朋友，讓員工
的朋友變成用戶，要求所有的員工
“全員客服”，和用戶一起玩。這當
中自然也包括了雷軍本人。迄今，
在雷軍的手機裡，仍然有 100 位元
老級米粉的手機號，和他們保持聯
繫。雷軍的微博也是由自己親自撰
寫的，時常和米粉們互動—一位米
粉在考試之前曬出了自己的小米產
品，並且 @ 雷軍求祝福，雷軍回復
道：“考雅思需要這麼多小米神器
加持嗎？祝福你！”
長期以來，“中國製造”打的都是
廉價牌，低價的同時質量也差。貨
真價實和超預期的用戶體驗，必然
導致成本的增加，而要完成“質優
價廉”這一不可能的任務，除了靠
口碑降低營銷成本，還需要高效的
管理，這正是沃爾瑪和 Costco 最值
得借鑒之處。沃爾瑪依靠選址和低
利潤率，提供了高性價比的商品。
而 Costco 更進一步，將銷售商品的
毛利率降為 1%~14%，每一品類只
賣兩三個最好的品牌，爭取更低的
進貨價，薄利多銷。以此為啟發，雷
軍決定小米不搞“機海戰術”，從
成立至今四年半的時間裡只做 6 款
手機，其他產品也是類似的策略，
只做一兩款最好的。從製造角度，這
樣可以節約成本，提高規模效益。在
銷售渠道，小米採用自營的官方網
站，銷售小米產品和授權的周邊產
品，在三年時間內成為排在阿里和
京東之後的國內第三大電商平台。
而在用人方面，雷軍提倡“以一當
十”，盡量少僱人，精挑細選。據
雷軍透露，小米 2013 年的運作成
本是 4.3%，2012 年為 4.1%，“我
們是全球運作效率最高的公司”。
“專注、極致、口碑、快”，這
是雷軍總結“互聯網思維”的七字
訣。在它的武裝下，小米在過去三
年裡坐上了火箭。2015 年，小米營
收預計在 1,200 億元到 1,400 億
元。如果以此增速持續下去，最快
在明後兩年就可以叩開《財富》世
界 500 強的大門。雷軍說：“我的
目標是讓小米在 5~10 年的時間裡，
成長為一家世界級的偉大公司。”
在去年 11 月的烏鎮世界互聯網大
會上，他表達了小米赶超蘋果的願
景，而同時與會的蘋果高級副總裁
布魯斯．塞維爾則給出了“說來容
易做來難”的評價，雷軍則看了一
眼馬雲，半開玩笑地回應道：“夢
想還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
作為小米的領航者，雷軍收穫小米
崛起的喜悅，同時也承受著質疑和
敵意，對於高增長所累積的種種問
題，他一直保持著警惕。
和所有公司一樣，高速增長帶來

了對人才的渴求。繼前谷歌全球副
總 裁“ 虎 哥 ” 雨 果． 巴 拉（Hugo
Barra）之後，前新浪網總編輯陳彤
在 2014 年加入小米，雷軍給他 10
億美元做內容，昭示了小米的兵強
馬壯。小米高速增長帶來的可觀回
報，增加了對員工的吸引力，小米也
給出了白紙黑字的股權激勵機制。
但 是， 雷 軍 說 他 遠 不 能“ 高 枕 無
憂”，“人來了，要工作的開心，
留得住。所以要提供給員工空間和
舞台，讓每個人都能快樂的工作，
不然會很痛苦。”
急行軍也對管理升級提出了挑
戰。雷軍推崇的是身先士卒的管理
方式，需要保持扁平化的管理，目
前小米仍然保持著“創始人—團隊
領導—員工”的三層組織架構。雷
軍一直弱化 KPI 考核，要靠員工自
身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就像
今年一億的目標，是一個天文數字。
目標高，迫使我們努力。相比數字這
樣的硬指標，提高用戶體驗的軟性
指標更難達到，更需要堅持。”雷
軍一直在扮演著“首席產品經理”
的角色，“包裡裝著產品，沒事拿
出來用用，看好不好，有什麼問題
直接向研發部門反饋。”在深入一
線的同時，雷軍也大膽放權，“我
們幾位創始人價值觀一致，互相背
靠背信任，各管一塊，推進速度特
別快。”在目前的公司規模上，雷
軍意識到流程管控的必要性，“游
擊隊效率高，但是風險很大。大公
司管理嚴謹，但是效率降低。管什
麼不管什麼，需要藝術。”
由於小米產品銷量的增長、產品
類別的擴大，維護口碑的任務益發
艱鉅，這首先體現在對“飢渴營銷”
的聲討上。米粉節、雙十一的現貨供
應，讓缺貨帶來的不滿更為加劇。
雷軍說：“絕大多數的產品目前在
官網上都能買到現貨，而個別旺銷
產品的缺貨，不是什麼營銷手段，說
白了就是供不應求。所有的品牌都
是這樣，誰也避免不了。”他把手
機銷售比喻成“賣海鮮”，需要保
證“新鮮”，不然囤在庫裡就壞掉
了，誰也不會去買一個淘汰的機型。
在手機廠商當中，除了蘋果，沒有
公司敢先把手機生產好了，然後囤
在那裡賣。而一台手機需要 1,000
多個零部件，生產需要周期，要掌
握好節奏。雷軍確信，“隨著小米
對供應鏈的管理能力和議價能力不
斷增強，缺貨會逐漸得到改善。”
供不應求的另一個副產品是“黃
牛黨”。隨著黃牛黨的各種創富故
事的逐一曝光，助長了很多消費者
對小米的惡意揣測。“很多人說和
黃牛勾結，自己不賣，交給黃牛賣。
這是對我們巨大的誤解。”雷軍表
示，現在小米已經採取了一系列反
黃牛措施，對黃牛的打擊非常堅決。
而對小米品牌傷害最大的，便是

假冒偽劣。其中最氾濫的是小米移
動電源。雷軍介紹說，除了小米官
網和天貓旗艦店之外，其他地方售
出的絕大多數小米產品都是假貨。
小米移動電源 是銷售的非常火熱
的產品，推出後銷售了 2,000 多萬
部。而據不完全統計，假冒產品的
銷量已經超過 4,000 多萬部。2014
年，假小米移動電源 爆炸自燃的消
息不脛而走。提及這些報導帶來的
負面影響，雷軍斥責假冒偽劣產品
為“巨大的社會毒瘤”，呼籲主管
部門加強市場管理，“畢竟，企業
能做和該做的是有限的。”
與此同時，低價模式也引發了競
爭對手的聲討。比如雙十一小米的
銷售業績，和降價促銷的“大招”
密切相關，其中紅米手機降價 100
元，從 699 元降到了 599 元。“價
格戰”、“陰謀論”的評論四起，雷
軍坦言：“紅米降價目的是為了推
動 4G 手機的普及。對於一個平價
智能機來說，本身的利潤就很薄，
這個 15% 的降幅是非常大的。”面
對競爭，雷軍說小米“一向用開放
的心態”，“目前國內手機市場有
20~30 家的品牌商，遠超於歐美成
熟市場的數量，必然面臨洗牌”。
而 攪 動 這 一 全 球 最 大 市 場 的“ 鯰
魚”，正是小米。在雷軍看來，通
過商業模式創新降低成本，讓智能
手機更普及，消費者得到實惠，其
最終結果也是在推動行業的進步。
“你看，現在用國產品牌手機的人
越來越多了。”雷軍說。
現 在， 小 米 正 在 大 規 模 的“ 繁
殖”，這是雷軍的小米生態鏈計劃，
用三到五年時間，複製 100 家小
米，用互聯網思維改造傳統產業，促
進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中歐國際
工商學院的市場營銷學教授王高認
為：“這是小米核心產品達到規模
經濟後，充分利用其已經獲得的用
戶基礎，繼續‘範圍經濟’的自然過
程。”小米現在只生產三組產品：手
機和平板，電視和小米盒子，以及路
由器。其他的產品交給小米投資的
創業公司來生產，只有達到了小米
的品質要求，才會用小米的品牌對
其進行“信任背書”。比如小米移
動電源 的生產商是江蘇紫米科技，

雷軍要求他們做出全球第一的充電
寶，用最好的材料，保證品質。這款
69 元的充電寶每週都要預約搶購，
一個月接近 300 萬隻。另外，一些
小米認可的好產品，可以在小米官
網上“代賣”。通過這樣的合作方
式，小米已經投了 23 家公司，保障
這些公司複製小米的品牌基因，提
供高標準的產品。
小米現在 97% 的銷量仍然來自於
中國市場，雷軍希望讓 小米模式走
出去，在全球各處繼續複製。對於
小米的國際化佈局來說，2015 年是
一個關鍵的年份。“小米最開始進
入的是台灣、香港和新加坡，先在
小市場進行實驗，我們現在需要在
印度、印尼這樣的大市場做出成績
來。”印度和中國人口相當，被人
預測將成為智能手機全球第二大市
場。而且，印度的消費者對價格更為
敏感，小米模式更容易成功。去年
紅米 Note 在印度上市，出現了五萬
台 6 秒售罄的火爆場面。雷軍同時
提到，小米的粉絲遍布全球，“國
際米粉”也在幫小米全球推廣，製
作各國的語言版本，甚至把 MIUI 系
統移植到各種手機上。雷軍相信，
只要堅持和用戶做朋友，按照用戶
的要求改善產品，小米就一定會在
世界範圍內取勝。今年，小米將繼
續進軍巴西和俄羅斯。
2014 年，小米有多次“大手筆”
的投資，在內容和渠道上為小米保
駕護航。這其中包括 18 億元入股
愛奇藝，併購買了優酷土豆千萬美
元量級的股票，為小米電視和其他
設備提供內容保障；投資 5,000 萬
美元，持股世紀互聯，佈局雲服務；
戰略投資 2,500 萬美元於九安醫療
旗下的 iHealth，進軍移動醫療。雷
軍創辦的順為基金、小米和小米的
機構投資者共同構成了互通互聯的
網絡，在小米相關的硬件、軟件、
服務等領域廣泛合作，為小米營造
了有利的生態環境。這些投資項目
涵蓋可穿戴設備、內容、移動互聯應
用等多個領域，生成了巨大的數據
庫，一定程度上也成為了小米“探
測”新一輪大勢的風向標。
摘編源自：財富雜誌

餐館老闆應當謹慎預防的司法麻煩
得不與原告庭外和解，簽署賠款協
商與法專欄導讀
中餐館是華人登陸海外最主要的 議；有的老闆，即便想休戰和解，
經濟活動形式之一，也是中文媒體 但對方不肯放手，被拖入持續幾天
最主要的銷售與展示場地，幫助中 的庭審惡戰，判決下來，雖然對方
餐館提高在海外，特別是在美國的 未佔多大便宜，但庭審階段的律師
經營，是中華商報的重要職責，我 費又是不小的開銷。不論以何種方
們特此推出“ 灣區 500 多家中餐 式面對，遭遇此類麻煩的老闆，無
館的保護神” 的祝良律師的傾力之 不叫苦連天！
因此，我下面要討論的是，餐館
作： 中餐館經營的法律問題。
美國餐飲業僱員與雇主之間的糾 老闆應當如何謹慎防範上述麻煩。
餐館老闆收到訴狀後，通常的反
紛，由於媒體渲染和市場導向，近
兩年來有顯著增長之趨勢。此種趨 應是怒髮衝冠、破口大罵：“簡直
勢，在國家政治溷亂、經濟低迷時 是胡說八道、無理取鬧！”
餐館僱員找老闆的麻煩，都是為
期，讓各類餐館雪上加霜，而中餐
錢而來。但他們訛錢的藉口五花八
館受害最大矣！
本人絕不否認、也不反對那些有 門，經過原告律師精凋細琢之後，就
正當訴求的僱員，理應通過法律途 變成了冠冕堂皇的所謂“訴因”，
徑，主張和保護其合法權益。但這 即訴訟的原因。
律師都是受過訴訟訓練的。由原
類問題，不屬於本文討論的範圍，
告律師絞盡腦汁、挖空心思設計的
故此不贅言。
我 是 大 易 律 師 事 務 所 的 主 任 律 “訴因”，僅從表面文字而言，一般
師。在以往的實踐中，我只代表雇 不致於淪落到“胡說八道、無理取
主。通過對若干新近桉件的比較、 鬧”的地步。庭審時，原告有舉證義
分析、研究，我發現確有這樣一種 務，即用證據來證明他的“訴因”
不良現象存在—— 個別餐館僱員， 不是“胡說八道、無理取鬧”；而
在某些人（包括其律師）的引誘、 被告則有義務用證據來反駁原告的
慫恿、唆使之下，假借司法機器之 證據，例如：用證據來證明原告及
其證人撒謊。同樣，原告也會用證
力，訛詐、打擊、摧殘餐館老闆。
我還發現：遭遇此類麻煩後，有的 據來證明被告及其證人撒謊。
原告和被告都會想方設法，影響
餐館老闆或因害怕官司，或因厭煩
官司，乾脆忍氣吞聲，尋求私了，以 法官對實事的判斷。然而，法官都
圖息事寧人；有的老闆，忍無可忍， 是律師出身，身經百戰，有十分豐
憤而應訴，欲討回公道，但因律師 富的訴訟經驗。他熟知原告律師的
費負擔過重，勉強支撐數月後，不 種種伎倆，熟知被告律師的種種花

招，對各個種族、男女老少、各行
各業的證人在證人席上的平庸演技
和肢體語言都不陌生。他能從紛繁
多樣、貌似真實的大量證據中洞察
真相的大概。因此，要蒙蔽、誤導
法官，可能性有，但絕非易事。依
賴證據，是正道、是上策。
殺傷力最大的“訴因”是“加班
費”，其次是“最低工資標準”、
“休息時間”、“吃飯時間”、“工
資記錄”和“工傷賠償”等。餐館
僱員找律師諮詢的核心內容，是有
關這些訴因的法律要求和根據法律
要求來設計事實細節。因此，我不
想在此公開討論這些“訴因”, 以免
發生誤導。
美國各州的勞工法大同小異。如
果 你 不 清 楚 法 律 上 關 於 這 些“ 訴
因”的要求，如果你不明白工時的
計算方法，如果你不了解法院是如
何衡量證據的，你將如何預防呢？
如果你不謹慎預防，一旦遭遇這
個麻煩，你將如何解脫呢？ 解脫的
辦法不是沒有，但沒有令人滿意的，
充其量不過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而已。
由於勞工官司的麻煩，有的中餐
館被迫停業，有的業主無奈而申請
破產保護，這都於事無補，都不是你
想要的。你想要的是：趨吉避凶、
逢凶化吉、闔家安康、事業興隆。
如果你認同我說的上述麻煩的嚴
重性，如果你也認同我說的“謹慎
預防”的重要性，你就應該儘早安

排時間與我面談，根據你的具體情
況，詳細推敲你應當採取的預防措。
大 易 律 師 事 務 所 網 址： www.
dahyee.com
專欄作者
祝良律師，大易律師事務所
美國最高法院出庭律師、美國註
冊專利律師。加州、紐約州、明尼
蘇達州、哥倫比亞特區 (DC) 執業律
師。法學博士 (JD) 、知識產權法碩
士 (LLM/IP) 、科學哲學碩士 (MA/
Ph) 、電子工程學士（BE/EE）。著
作、論文多篇。專業領域 : 專利、
商標、版權、公司、合同、勞工、
食品與藥品法 (FDA) 、移民（H1B,
L1A/L1B, R1, PERM, NIW, E2，
親屬、投資、傑出人才、簽證、入
籍）。辦公室在南灣 San Jose, 東灣
Fremont 和 三谷 Pleasanton。微信
US3539，www.dahy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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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素質因何降低？
蔡美兒掀起的 “ 中國媽媽 ” 風
暴，一方面說明了中國孩子在美國
學校中的優異表現所引起的注目，
一方面也透視了美國孩子的素質越
來越低的趨向。平心而論，蔡美兒
的書更多反映著她那過於膨脹的自
我。在美國的中國人，當然不應該
跟著她自我膨脹。中國學生表現比
美國學生好是事實。但是，幾乎所
有的外國學生在美國都比美國學生
表現好。查查《波士頓環球報》刊
登的波士頓地區高中每年的畢業致
辭人（即全校師生推選的最優秀的
學生）名單就知道，移民的孩子幾
乎佔了一半。有一年，移民的孩子
竟佔了三分之二。我不知道移民子
弟在這些學校中究竟佔多大比重，
但根據常識，超過 10% 大概是不可
能的。我曾問過大學班上從波士頓
本地高中畢業的學生，有幾位學生
甚至說，他們那年級基本沒有移民
子弟。
這種現實，美國的學生一般並不
知道，因為沒有人告訴他們。我在大
學教書時，一次在課堂上問 “ 為什
麼外國學生一般反而比美國學生表

現好些 ”，昏昏欲睡的學生們一下
子驚醒，一張張臉變得憤怒起來，他
們大概做夢也想不到有人竟敢說這
種話，要求我提供證據。我無奈地
笑笑，表示很奇怪他們為什麼看不
到自己身邊無處不在的證據，並拿
出《波士頓環球報》的報導，這才
彈壓得住場面。波士頓地區頗有些
名氣的 Babson College 的一位臨時
英語教授去年在《波士頓環球報》
上發表文章，題目為《我懶惰的美
國學生》，哀嘆一些美國學生無端
浪費青春，並拿出剛從上海來的、
英語還很吃力的中國學生勤奮用功
的例子作為對照。結果整個校園炸
了鍋：校長、院長們發表聲明，表
示嚴重的異議，並堅稱絕大多數學
生都非常優秀、非常勤奮努力，報
紙上也刊登了學生的反擊文章，甚
至有學生說教授們才懶惰 ……
美國表面上看是個開放社會，但
許多美國人早就養成了 “ 老大 ”
心態，聽不得一點批評。我當學生
時在耶魯這樣的精英環境還可以暢
所欲言，但一出這個小圈子，討論
問題時對美國稍微有點批評，就可

能激怒一些美國人。有幾次我被以
審訊的口氣質問：“ 你為什麼要到
美國來？ ”

這還不僅僅是帝國心態所致。民
主制度從來需要優良的公民品格作
為支撐。如果這種品格被 “ 老大 ”
心態和富裕奢華所腐蝕，公民本身
就會墮落。在美國，老百姓手裡拿
著選票，每兩年就有政客來拜票，當
然是好話一大堆。結果，你因為買
了自己明明支付不起的房子而欠債
不還，竟也成了別人的問題，沒有
人敢說你要自己負責。老百姓由此
慢慢養成一種誰也說不得的脾氣。
更糟糕的是，自由派教育家們在

上世紀 70 年代發起了所謂 “ 自尊
運動 ”，把維護孩子的自尊心當作
教育的核心。這本身並沒有什麼不
對，可惜走入極端后，就發展到對
孩子只能鼓勵、不能批評的程度。
甚至不及格的成績都不應該存在。
乃至自勵派心理學家也批評這種運
動實際上傷害了孩子：僅僅讓孩子
們感覺好會欺騙他們，關鍵應該讓
他們表現好，讓他們真正地成功，
那才能幸福。
舉個極端的例子。不久前，新罕
布什爾州發生了一起惡性殺人案。
幾個惡少希望嚐一嘗把活人的腦袋
砸碎的快感，闖進一戶家庭攻擊素
不相識的母女，女兒被砍成重傷後
裝死而揀了條命，母親苦苦哀求後
喉管被切斷當場死亡。領頭的那位
兇手，在被宣判那天正好趕上他 18
歲生日。他西裝革履地打扮好上了
法庭，看到陪審員們入座後，轉身
問自己的律師：“ 陪審員們是否要
先給我唱個 ' 祝你生日快樂 ' ？ ”
冷血殺手各國都有，沒有必要大做
文章。但這種智力正常的魔鬼對社
會居然會有這種期待，怕是只有美

李醫師診療日誌

賈伯斯的另類療法

賈伯斯傳記出版前，好幾位朋友
告訴我，網路上傳言賈伯斯試過中
醫，可是沒有用，他後悔試中醫。今
天收到 Amazon 寄來的賈伯斯傳記，
迫不及待地找尋談論另類療法的部
分，發現只有輕描淡寫的一小段：
‘To the horror of his friends and
wife, Jobs decided not to have surgery
to remove the tumor, which was the
only accepted medical approach.“I
really didn't want them to open up
my body, so I tried to see if a few
other things would work,” he told
me years later with a hint of regret.
Specifically, he kept to a strict vegan
diet, with large quantities of fresh
carrot and fruit juices. To that regimen
he added acupuncture, a variety of
herbal remedies, and occasionally a

few other treatments he found on the
Internet or by consulting people around
the country, including a psychic.
For a while he was under the sway
of a doctor who operated a natural
healing clinic in southern California
that stressed the use of organic herbs,
juice fasts, frequent bowel cleansings,
hydrotherapy, and the expression of all
negative feelings.’
看到這一段，非常失望。無論是否
有效，賈伯斯嘗試的另類療法，並
不是真正的中醫。或許，他有找很
好的中醫師，但是，很明顯的，他
可能沒有聽從中醫的理論與療法。
‘Specifically, he kept to a strict
vegan diet, with large quantities of
fresh carrot and fruit juices.’
癌症，在中醫的理論上屬於陰實，
基本上是體內極寒的表現。在這種
情況下，嚴格的素食、大量的生菜、
及大量的果汁，只會把身體搞的更
寒，對癌症是有害無利的。有一派
另類療法，叫做 Gerson Therapy，強
調大量的蔬果汁，我了解的不多，
無法評論，但是，很肯定的，那不
是中醫的療法。
‘ … stressed the use of organic
herbs, juice fasts, frequent bowel
cleansings, hydrotherapy, and the

expression of all negative feelings.’
這裡及前面雖然提到了草藥，我
們無法得知是哪種草藥，很多種另
類療法都有使用草藥，我們更無法
知道是單味草藥，還是由專家診斷
後開出的草藥處方。果汁齋戒法及
頻繁的清腸，再次違背的中醫的理
論，這些方法，很可能讓病人氣血
更虛，身體更無法自我調節。
整段裡，只有針灸肯定是屬於中
醫的，然而，以文中意思看來，針
灸頂多只是用來輔助的，賈伯斯做
了怎樣的針灸治療？ 做了多久？ 都
無法從文中得知。混用理論相衝突
的療法，更無法對其中任何療法的
有效性進行評估。
賈伯斯的另類療法、開刀、化療、
及其它先進的西醫治療，是否對他
有幫助？ 哪些治療是有用的？ 哪些
治療是無用的？ 我們很難猜測。不
過，賈伯斯確實存活的比西醫統計
多很多年，以賈伯斯的情況而言，
神經內分泌腫瘤確診後的平均存活
只有三個半月，即使是一般的胰臟
癌，五年的存活率只有百分之四，
賈伯斯存活了八年，就西醫而言，
已經是很少有的了！ 或許，賈伯斯
本人的意志力是讓他能存活多年的
真正原因！ 無論如何，絕不能把它
說成“賈伯斯試過中醫，可是沒有

用”！ 而賈伯斯本人有沒有後悔嘗
試另類療法，文中說‘….he told me
years later with a hint of regret’，後
不後悔只是作者的感覺，更何況當
人走到盡頭時，都會回頭猜想如果
當年走上那條沒走的路，今天不知
道是個怎樣的結局？ 對人生單選題
的感慨，不一定代表對當年的選擇
後悔，作者的猜測或許有所失真。
是的，或許你會問，為什麼在 硅
谷 的我們沒有向賈伯斯推薦中醫？
不是沒有，好幾位我的病人主動寫
郵件及傳真給賈伯斯，我想都被秘
書當做無稽之談丟掉了，就算是傳
到賈伯斯手上，或許也只是一笑置
之，畢竟，中醫要走上主流，還需
要很多的努力！
摘自：陽氣中醫診所李宗恩醫師
的博客 www.DrLee.US
李宗恩博士 , 中醫師 , MBA
李宗恩博士是世界著名中醫專家
倪海廈先生的主要嫡傳弟子。李宗
恩博士為了將現代科學管理理念和
中醫辨證智慧統合方便服務更多的
人而創辦了陽氣科技公司與陽氣中
醫診所。李宗恩博士是史丹佛大學
電機碩士和博士 , 柏克萊加大工商
管理碩士 , 國際醫藥大學中醫碩士 ,
台大物理學士 , 擁有加州中醫師執
照。

劉云平分享中式家庭教育的成功
【本報記者任華青洛杉磯報導】
美國加州首位當選聯邦眾議員的華
裔第一代移民劉云平，1 月 6 日在華
盛頓宣誓就職。劉云平邀請全家人
陪同出席就職儀式，共同見證了這
一榮耀的時刻、分享成功的喜悅。
劉云平 3 歲隨父母從台灣移民來
美，在一個普通移民家庭中經歷了
所有新移民生存之路。從參選洛杉
磯南部城市托倫斯市市議員開始、
到加州眾議員、加州參議員、再到
現在的美國聯邦眾議員，堅定的信
念和付出的努力令全美華裔社區感
到驕傲，華人家長對於劉雲平成長
過程中的家庭教育的方式，更是想
一探究竟。
在劉云平當選之夜，劉云平父親
劉天擎與母親丘繼聰表示，兩人的
教育子女的方式，各有不同，父親是
比較傳統的中式教育理念，要求比
較嚴格；媽媽則是慈母式的教育，
強調以愛的教育方式為主，但都離
不開深深的中華文化烙印。
他們至今仍記得，正在上初中的

劉云平有一次在幫助父母除草後，
和父母交談，隔壁的同學幫助家裡
做事都可以有零花錢收入的，我們
家裡是否也可以這樣？ 媽媽就告
訴他，一種方式就是當地家庭較為
流行的幫家裡做事賺取零花錢，另
一種就是我們華人家庭的方式，每
個人都有為家庭工作的義務，家庭
也為每位成員的需求提供支持和保
障。你可以自己選擇一種方式。劉
云平在考慮後告訴媽媽，他還是選
擇華人家庭的方式。以後也再也沒
有提出過這類的要求。
劉天擎則清楚地記得，劉云平從
來不和他頂嘴，也很照顧小他 5 歲
的弟弟。弟弟小時候參加棒球隊比
賽，父親時間有限，但劉云平都會
提議等弟弟打完球再走。自己的玩
具也都非常願意和弟弟分享。
高中時因為成績和表現優異，劉
云平獲得了美國空軍的大學獎學
金，在體檢時發現視力不好，空軍
表示不符合錄取要求，但承諾的獎
學金繼續有效。劉云平則自己主動

和空軍聯絡，表達自己熱愛美國和
熱愛空軍的真切之心，最後竟然感
動了空軍，又獲得了服役空軍的機
會。
高中畢業時，歷史課老師表示，
劉云平是他有史以來教過的最優秀
的學生；而劉云平在高中畢業談及
未來志向時，其中一個就是將來要
當美國聯邦參議員。
劉云平的父母表示，他們自身工
作較忙，但是一直努力讓子女進入
當地最好的學校接受教育，自己的
言傳身教當然也會影響到自己的子
女。劉云平非常孝順，大學畢業後每
月都給奶奶寄零花錢，直到奶奶去
世。之後又一直給外婆寄零花錢。
在美國成長的孩子，一般很少會這
樣做的，非常難得。
劉云平的媽媽表示，孩子的未來
將會有更多的壓力和挑戰，父母愛

的教育一樣有用，給他們未來的人
生留下美好的回憶。
與劉云平居住在同一城市的全美
中華青年聯合會會長任向東表示，
中式家庭教育在劉云平的成長過程
中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力，養成了劉
云平努力進取、誠實、謙和、沉穩
和忠誠的從政風格。
劉云平參加工作以後也曾積極參
加華人社團，在參與華裔律師協會
活動結識了同為律師的太太詹碧
琪。
從劉云平的成長道路來看，華裔
家庭非常有必要在子女成長過程
中，強化中華文化的傳授，培養華
裔青少年對中華文化的充分自信。
上圖為：劉云平（右三）宣誓就
職美國聯邦眾議員
左下圖為：劉云平父母 （右一和
右二）

國才有。事實上，這個孩子有許多
前科。但美國社會極端地要保護孩
子的 “ 自尊 ”，乃至做了許多壞
事、最後犯下如此慘無人道的罪行
的孩子也覺得按規矩人家應該對他
唱 “ 祝你生日快樂 ”。
這種極端事例當然不能反映一個
社會，但至少會幫助我們理解：為
什麼美國孩子平時表現不好而不受
責備，或者很少有壓力，聽到的總
是鼓勵，甚至覺得自己幹得還很不
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對 15 歲
孩子的國際測試，是每三年進行一
次，美國孩子在本世紀次次落後。
最糟糕的其實還不是成績差。有一
次測試，在測成績的同時還調查了
各國學生的自我評價。在發達國家
中墊底的美國學生中，認為自己在
世界領先的比例竟然最高！ 另外，
2006 年的測試分析還考慮了各國
教育投資的因素。美國生均教育投
資幾乎比其他發達國家高一倍。以
數學而論，墨西哥學生每得 1 分需

要的教育投入是 40 美元，美國學
生得同樣 1 分則需要四倍以上的投
入。所以，我在大學教書時會在班
上質問美國學生：“ 你們怎麼會讓
那個十三歲還不會講英文、現在仍
然住在地下室等著被遣返的非法移
民女孩在你們的高中拿第一？你們
怎麼對別人遠遠領先於自己的事實
一無所知？ ”
在我看來，不少美國人頗像羅馬
帝國極盛末期被財富和權力腐化的
公民，只圖享受，不進行努力。少
數精英充滿危機感，也把孩子教育
得 十分優異。從比爾 ． 蓋茨到創
建 facebook 的那些年輕人，就是明
證。但是，這種超一流的精神如果
被驕奢淫逸的草包們所淹沒，國家
的競爭力就會發生危機。眼下，美
國社會對蔡美兒的這番歇斯底里，
顯示的會不會是一種昏睡中的覺醒
呢？
作者：薛涌，美國薩福克大學副
教授

硅谷裡的故鄉情
上週末在北加州科技中心硅谷的
會議中心，參加了由北美高層次人
才交流協會等主辦的第五屆“贏在
21 世紀”創業大賽。除了聽到好些
有創業成就的專家們的建議，並看
到二十個年輕華人團隊的新創意，
更令人感動的是在“北，上，廣”
等高度發展區的招聘團隊之外，也
看到了來自山東老家濰坊，由外辦
主任王浩帶領的隊伍，可見莫言筆
下那保守落後的高密鄉也已經走上
了科技發展的大路。
自從八年前由美國首都華府退
休，來到硅谷“含飴弄孫”之後，
曾經參加過很多中美科技交流的活
動。但是直到去年五月在硅谷見到
由山東郭樹清省長帶領的經貿代表
團，包括濰坊老鄉，山東能源的卜
董事長等，才體會到濰坊也已經由
一個農，礦為主的經濟區發展為旅
遊和科技工業的開發地區。對一個
抗戰初起時出生在青州（益都），
然後在台灣長大，如今居住在美國
已經五十年的人來說，我記憶裡的

濰坊還是在 1980 年，隨美國第一
個鐵路代表團訪華時，特地趕回濰
坊探親的印象。雖然後來為了協助
鐵道部開發重載貨運和高速鐵路，
經常回國，但都是在北京和上海之
間奔波，沒有再 回過山東。因此在
去年十月，特地安排回山東旅遊一
週，和探望在濰坊長大的妹妹等，
並在曲阜的孔廟，獻上對祖國大地
父老鄉親的感恩（下圖）。
此次在那濰坊專場的報告和私人
間的交流中，瞭解到今天的濰坊遠
比我那半天所親身看到的要繁華的
多。 此 外， 也 深 深 地 體 會 到 那 近
三十五年的政經改革已經把當年那
個封閉的故鄉變成了一個全新開放
的社會。看到他們這些進步的情景
和在硅谷成立中美技術交流中心的
計劃，覺得作為住在硅谷的濰坊人，
雖然已經退休多年，也許還可以為
故鄉的科技發展奉獻一份心力。
作者：蔡曉林老師
圖為：在孔廟裡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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